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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業先進國家無線電視數位化之體制建構 
 

 
台灣過往廣電法治面貌的扭曲與殘缺，已在政策歷史分析中展現出來。同時

作為一個後進國家，處在一個相當矛盾之地位，位於內外進步壓力交相角力的脈

衝點上。一方面，後進國家必須在技術發展上，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維持現代

化的水平；另一方面，制訂相關技術發展政策的公部門，以及負責營運的事業部

門，仍處於前現代的改革階段，並隨時有重返威權統治的危機，所以也必須改革；

所以在這片發展的泥沼中，後進國家必須歷經技術與制度蛙跳，才能保有邁入現

代化國家之林的潛力。 
 
本章主旨在於從「技術與制度的整體現代化」的發展概念中，研究與觀察，

將數位電視背後所代表的工業先進國家的社會意義與治理理念，展現出來。同時

透過他山之石，對比本國社會結構的差異之處，進一步鋪陳一個後進國家欲轉移

技術時，所須具備的轉換之社會能量（capacity）(Shin, 1996）。 
 

第一節  先進國家無線電視體制的治理基礎 

 
20 世紀以來，現代國家皆視無線電視（over-the-air terrestrial television）

為一政治與文化的產業，而非單純的經濟性產業。原因在於無線電視的幾項特性

（Barendt, 1993）： 
 

一、無線電波頻譜是公共的資產 
二、無線電波頻譜是稀有的資源 
三、電視媒體對民意的影響遠強過印刷媒體 
四、電視出現的歷史契機不同於印刷媒體 
 

就第四點進一步申論而言，二十世紀初，廣播電視媒體的服務逐漸成型，當

下的媒體氣候正是「黃色新聞」氾濫的時期，印刷新聞媒體（報紙與雜誌）為了

爭讀閱報與銷量市場，以贈送獎金方式爭取讀者，而且競逐熱門話題，以誇大炒

作方式報導，甚至製造新聞吸引讀者；市場過度競爭，集中在同一話題上報導，

以致產品失去了多元性，造成了市場失靈 
 
 當代國家有鑑於此，為了矯正印刷媒體經營的偏差，同時經歷了大戰期間媒

體管制的效果，於是無不以管制的態度，重新規畫無線電波使用方式；在美國提

出「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來矯正西方先進國家的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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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ism）思潮。無線電視在這樣的衝擊中，被定位成一個進入管制 (entry 
regulation) 的產業，同時在節目上必須善盡公共責任 (accountability)、扶植多

元文化 (diversity)、新聞資訊報導嚴守客觀中立（objectivity）。這樣的原則歷經

之後多次傳播科技變革，並未改變 (Briggs, 2002)；電視數位化可謂從廣播到電

視、黑白到彩色的第三次視聽媒體之革命，如何繼續確保廣電公共服務的原則，

或者如何更新公共服務的精神，成了先進國家發展無線電視數位化的核心議題。

本節即在觀察該意旨，如何指導並建立了「新的無線電視產業」之管理法制。 
 
 截至目前為止，世界有三大地面波數位電視系統：由美國「先進數位電視委

員會」（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發展出的 DTV、歐洲「數位

視訊廣播集團」（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Group）發展出的 DVB-T、以及日

本 NHK 為 首 推 出 「 整 合 式 數 位 廣 播 服 務 」（ 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Broadcasting）概念的 ISDB-T。因此本文以此三大標準領域，作為「無線電視

數位政策」法制發展探討的根源（以下資料多引自 de Bruin and Smits, 1999）。 
 
一、歐洲的「數位視訊廣播體系」 (DVB) 
 

歐洲國家的數位電視發展，向來以統合的力量，開發傳播新科技，主要參與

的團體為歐盟 (European Union，前身為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y)、 
歐洲廣播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以及歐洲電信標準機構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 Institute，ETSI)。歐洲共同行動的根

源，在於 1984 年以來電信自由化之解禁趨勢（deregulation），各國設定目標將

郵政電信獨佔事業 (Posts, Telegraph and Telephone)轉變為自立的電信組織 
(independent tele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歐洲各國從此發展出整體的電

信策略，這樣的基礎成為 90 年代發展數位傳播科技的模式。另一項文化上的考

量，為歐洲本身影視工業的立基；各國都認為 90 年代初期的高畫質電視，由美

國、日本合作發展出來，象徵著日本家電工業與美國好萊塢影視集團在全球的優

勢行動，極有可能進一步入侵歐洲的市場，導致文化產品傾銷，損害國家文化主

權，因此歐洲有必要聯合起來發展自我的電視革新模式，以取得對等地位 (Hart, 
1994)。 

 
奠基在 1997 年的傳播科技匯流 (convergence) 綠皮書上，DVB 集團發展

出歐洲整體的數位電視標準規範（衛星、有線、無線電視），其中「無線電視」

只是整套電信與傳播數位科技匯流中的一項，由此 DVB-T 標準象徵兩項意義： 
 

（一）帶領電視進入整體數位媒體產業 
（二）將電視內容轉換成可流通到所有數位平台上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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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DVB 集團的最終取向乃是以內容 (content-driven)發展未來多媒體的

產業，非以技術決定服務的面貌。1993 年 DVB 集團成立時，就象徵與日本、美

國的高畫質電視取向分道揚鑣，他們認為高畫質的電視需求尚未成熟，因用戶使

用服務的門檻是關鍵要素，從此衍生出歐洲集團的市場 (market-driven) 與務實

取向 (realistic approach) 的發展策略。 
 

從市場導向來看，歐洲許多國家的電視觀眾，主要收視環境仍以無線電視為

主，而觀眾的品味也以本國文化為中心。因此，多頻道的數位電視廣播 
(multicasting) ，可以增加大部份觀眾的收視選擇，以及豐富本國多元文化，所

以擱置耗用頻寬的高畫質電視發展。從務實的角度來看，數位電視的發展最為困

難的部份，在於利誘家庭消費者更新成數位電視機 (IDTV) 或購買數位視訊轉換

盒 (STB)，單就黑白換彩色就耗時十年。另外在數位媒體匯流的時代中，不同媒

體的內容與服務互通 (interoperability)，皆有助於擴大規模經濟與活化範疇經

濟；因此等待媒體整合時機之出現，對數位電視推出至為重要，所以 "faster is not 
always better" 。2001 年為例，以多媒體家庭平台（Multimedia Home Platform）

作為數位電視應用軟體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的標準一事，就讓

許多晚起步的歐洲國家獲利，因此各國普遍認定在 2010 年左右，才是地面波數

位電視服務成熟點。 
 

 歐洲政策的另一項特點在於，對公共廣播電視體制的重視與強調，不因數位

化的發展而有減低。1996 年歐洲議會做出正式報告，籲請歐盟對於數位時代之

公共電視體制給予繼續支持： 
 
（一）修改「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允諾發展有利公共電視的政

策 
（二）排除公共電視作為媒體集中化之管制對象 
（三）未來新視聽服務綠皮書調查工作，當重視公共電視的關鍵角色 
（四）提供金融資助，給泛歐的公共電視體制如 ARTE、EURONEWS 
 

1997 年該項建議的主體精神被會員國所接受，歐盟理事會正式同意一項為

公共電視所設的議定書 (protocol)，並附屬在最新的「阿姆斯特丹條約」中。該

文書同意歐洲政府繼續提供資助給公共電視，使其可以在數位時代中執行公共義

務，並以個別國家特性為執行考量，但是不能違反共通的競爭精神。 
 

二、美國的「先進電視系統」(ATSC) 
  

美國的電視工業自 1980 年代以後逐漸沒落，其優勢被日本的家電企業所取

代，因此日本的發展被美國高度鎖定。日本於 1960 年開始研發高畫質的類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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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在八０年代達到成熟階段，於是積極向美國推銷"Hi-Vision"的概念。日本公

共電視 NHK 自此積極尋找美國同業進行策略聯盟，透過資助 ATSC、Society for 
Motion Picture Engineers 的活動，得到美國代表支持，在 1986 年的 International 
Radio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CIR) 會議上，提出高畫質的全球標準。 

 
1987 年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開始介入 HDTV 的政策事宜，原因在

於美國本土電子業對上項發展的不滿；因 ATSC 純為電視廣播與製作的產業聯

盟，而合作伙伴 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會員又多為美日的合資廠商，

因此本國產業利益被排除在外，於是向主管單位呼籲介入。FCC 成立新的諮詢

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on Advanced Television Service (ACATS)，納入了

為 數 眾 多 的 美 國 資 本 的 電 子 產 業 ， 其 代 表 組 織 為  American Electronic 
Association (AEA)。 

 
自 1988 年起，AEA 召集了美國本土的電腦、電信與半導體廠商，開始積極

投入高畫質電視的開發，他們認為唯有自行開發技術標準，才能翻轉美國電視工

業日益萎縮的厄運（Hart, 1994）。而日本固守在類比的規格，逐漸不為美國業

者所認同（Kanayama, 1998: 10），於是成立 Advanced Television Test Center，
徵求來自不同實驗室開發的高畫質規格進行測試。1990 年，半導體廠商 General 
Instrument 正式投遞技術標準，接續又有三組出現，直至 1993 年止，測試中心

確認所有四組皆優於日本 NHK 所提的技術規範，於是日本標準宣告在北美市場

出局。 
 

1993 年 另 一 個 重 要 組 織 出 現 ： Grand Alliance ， 由 AT&T 、 General 
Instrument、 MIT、Philips、Sarnoff Research Center、Thomson Consumer 
Electronics 及 Zenith Electronics 組成。他們共同開發高畫質電視規格，得到

FCC-ACATS 的認可，於是國會正式批准美國的 HDTV 標準。由此可見，美國的

數位電視為電訊與資訊科技廠商所推動的研發產物，而非廣播電視台所主控的發

展模式。 
 
另 一 項 重 要 的 發 展 模 式 里 程 碑 ， 是 1996 年 通 過 的 電 訊 傳 播 法 

(Telecommunications Act )。該法容許各種電訊傳播之產業相互競爭，包含地面

波電視台、直播衛星電視台、行動通訊業者、有線電視公司、地區性電話公司、

長途電話公司。而法案促使電訊、電腦、傳統媒體之間進一步購併、結合，也象

徵著電視將融入未來全盤的傳播服務，然而匯流中的電視主體卻不如歐洲視野的

明確。 
因法案容許無線頻譜使用的彈性（spectrum flexibility），使原本廣播電視訊

號的頻譜可以轉換到供給其他無線通訊使用。因此無線電視追求數位化、高畫質

發展的政策背後，其實寓含著將原本無線類比頻譜盡可能地快速收回，提供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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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產業使用的政策目標。無線電視產業的主體，在政策中明顯地萎縮。未來的

高畫質電視，一方面將導向家庭電影院的升級目標；另一方面將成為資訊高速公

路上，一個重要的終端進出口，傳統的電視收看功能，將徹底地改變並融入多媒

體的革命。 
 
三、日本的「整合式數位廣播服務」（ISDB） 
 
 日本為高畫質電視發展的先鋒，為了開拓電視機的外銷市場，特別與美

國密切配合，然而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自 1990 年制訂了發展全數

位電視的政策，使原來以類比訊號傳送高畫質的取向，受到嚴重的挑戰。然

而投資設計該體系的業者，包含公共廣播 NHK、以及相關的私營電視台與電

器廠商，仍希望能持續推展 MUSE/Hi-Vision 系統。 
 
 由於日本選定以類比方式傳送高畫質電視，勢必須要大量傳輸頻寬，現

有無線電視台頻譜不夠利用，所以日本不得已使用衛星作為媒體，展現初期

的高畫質效果；從政府觀點來看，發展衛星電視刺激長期受保障的無線電視

產業，有利於電視的競爭與消費者選擇權利之弘揚（Kanayama, 1998: 10）。

NHK 的策略希望透過補助社區團體購買高畫質電器、或者提供便宜的轉換器

（down-converters），讓一般電視可以收視高畫質節目。然而在電訊不斷數

位化的革命下，日本政府郵電省（Ministr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對於數位電視的考量，已非在畫質的精進而轉向發展更多頻道。因此自 1994
年起，就不斷地質疑 NHK 的領導階層之發展取向，並且藉著成立國家資訊基

礎建設計畫的契機，強調網路、多元、數位之重要，並從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 手 中 取 回 電 視 產 業 發 展 的 主 導 權 
(Kanayama, 1998)。 

郵電省同時希望互動電視與資料廣播服務（data-broadcasting）一併賦

隨推出，形成附加價值服務的市場，於是選重衛星作展示平台。地面波電視

因著經濟不景氣，商業電視不願投資，加上有了衛星平台作試驗，因此延後

發射時程，未來定位更加不明 (Nakamura, 1999)。 
 
 十年競爭的分離聚合，讓目前三大系統呈現不同態勢與期待。歐洲規格，以

維繫無線電視台經營主體為方向，並與行動通訊、電信事業充分結合，以達成數

位匯流的產業目標，維繫數位時代本國廣電文化特色。從美國發展角度而言，主

要振興的產業為電視機及周邊設備工業，希望藉由數位轉換帶動電視機汰舊，同

時提昇電視台訊號精準度，使畫質精進，但不著重電視節目的變革或多頻道、行

動收視。從日本角度而言，似乎取於前兩者之中道，一方面日本有線電視與寬頻

上網尚未大量普及，另一方面推動高畫質為傳統的理想，於是日本先在衛星電視

上展現高畫質與數位服務，另一方面仍然整合多頻道與行動收視能力，委託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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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業者繼續研發，預期將所有數位優點，整合在國家的各種電視系統中。 
 
 以台灣 2000 年以後的數位無線電視發展而言，逐漸採取歐規思考，延緩高

畫質投資，同時欲區別有線電視的市場目標，以爭取特有平台價值。如此，歐洲

的數位電視發展經驗，對台灣有至為重要的參考價值與移轉需求。 
 
 

第二節  歐洲數位電視發展的先導模式 

 
 歐洲是目前全球數位無線電視發展較為先進的區域（張慧君，2001），雖然

數位電視是以技術導向開始，但歐洲廣播電視同業強調，無線電視是一個整體，

技術必須建立在法治、文化、服務、產業政策的發展方向上，才能對廣電文化產

生正面的意義。以文化政策主導廣電事務發展的北歐國家，就相當完整的呈現如

此方向，並由國家文化部門導引事業發展方向（Syvertsen, 1999; Findahl, 
1999）。 
 
 此外，如何從新的廣播傳輸功能中，融合過去電視頻道服務與新型資訊傳播

概念，形成一個新經營體，從此串聯頭端背後的供應事業，如節目製作、企劃、

節目包裝與行銷，或擴散新服務給用戶收視端，提供收視機制，這是歐洲模式預

期的重要轉變。截至目前為止，歐洲所經歷的發展經驗，提供吾國採行歐規決策

前後一定的參考價值。本文將從實際的先行個案中，了解技術先行的方案，如何

不斷地回應廣電體制原本的民主化、多元化之影視理想。 
 
一、北歐國家數位電視發射塔台整合建設之意涵 
 
 丹麥公共廣播公司（DR）董事，也是媒體經營學者 Preben Sepstrup
（1993），闡述北歐國家對公共廣電的整體經營理念，條列出四項核心要件： 
 
（一） 提供公眾多才多藝的節目組合，訴求對象為社會全體，包含小眾團體與

黃金時段的收視群； 
（二） 生產社會需要的實質節目，促進社會整體的政治與經濟利益之實現； 
（三） 傳播廣電訊號，確保全國收視戶都能以最低門檻收視節目； 
（四） 支持國家機制生產文化節目（包含收購作家手稿、經營管弦樂團、支助

全國藝術與娛樂活動、協助電影拍攝）； 
 

準此，北歐國家認為廣播與電視媒體應該由公共廣播機構來經營與掌握，因

電子媒體是一種本國文化事業，為了要服務公眾利益，不能使其成為商業營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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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另外，前挪威公共廣播理事會委員、奧斯陸大學廣電專家 Trine Syversten
（1999：6）對於公共服務的屬性，列出三種說法（公用事業、公共領域、服務

公眾），並指出其中第一種說法最為切合北歐實際，也就是公共服務之廣播電視

就是一種「公用事業」： 
 

從技術經濟的觀點，來詮釋國家提供之公共服務—如郵政、公路、鐵路等，導

引以下重點功能施行：廣播電視，首要的服務品質指標為訊號之精確、營運之

效率、以及建構傳播網路提供普及服務的通路。另外的標準還有：統一公訂的

價格、經營利潤之管制、工程素質的水準控制等。 

 
以上說明在產權控制形式之外，北歐公共電視產業的行為內涵。在此管制哲

學導引下，使無線電視塔台的建設，從類比時代就由公共業者經營，歸屬於全體

人民的資產；北歐國家都從公共廣播電視獨佔開始，漸次開放民營廣電、衛星電

視之經營，再重新分配數位頻道。過程中，對於傳輸網路（轉播發射、中繼站、

微波鍊路）的建設，都強調以「共同經營模式」為方向，如芬蘭由其公共電視台

YLE 管理傳輸網，後進民營電台必須向 YLE 租用塔台，進一步更將塔台獨立成

特許公司，負責全國數位化網路建設事宜；瑞典則由公共、民營業者合組數位發

射公司，利用現有網路進一步開發 EPG 與機上盒；挪威則安排公共電信與電視

合組機制，來推動全國的電視傳輸網路計畫。以下則針對個別國家數位化塔台建

設之發展，提出過程分析與情勢推估。 
 

（一）芬蘭：公共數位網路之主導者 "Digita" 
 
 芬蘭的廣播電視體制，以公共電視為先入者，逐步地發展，然後適當時機引

進民營廣電業者與之競爭。在有公私雙元的競爭狀態下，一旦面臨廣播電視技術

重大發展時，國家可以媒合公共與民營業者共同開發新事業，而公共地面波數位

傳輸網路計畫，就在如此之背景下展開。 
 
 芬蘭公共廣播公司 YLE，由國會特許成立，透過廣播行政理事會管理，發

展全國廣電的基礎建設，其行為直接向國會負責。有關民營廣播電視發展事宜，

則交由交通部（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管理，由其核准相

關事業的經營。該部的核發執照之依據，在於考量如何維繫整個電子媒體發展的

繁榮，尤其在地廣人稀、又集中南部的人文地理環境下。交通部認為整個國家資

源，應當投入符合整體經濟效益的地面波數位傳播網計畫，於是 YLE 的全國傳

播網就是最佳的基礎。事實上，早在類比時代，交通部就只允許民營電視台

MTV、OY RUUTUNELONEN AB 租用 YLE 的電視發射網，為了就是要培養業

者長期的策略聯盟關係，善用公共的資源（Wiio,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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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交通部考量未來數位塔台與網路建設，則優先選擇 YLE 的網路來逐

步發展，而民營電台必須提撥廣告盈餘特定比例來資助全國廣播網的建設，據此

他們也可參與數位電視廣播網的方案。YLE 的職責在於建設出適當的網路（見

下圖），供領有數位頻道執照的業者營運 (Wiio, 1998: 110-111)。 
 

Digita Oy 
 
發展取向：利用現有站台設施、鐵塔與天線 
設備：38 個主站、160 個副站、40 個中繼站 
轉播發射網：全國六區 
雇員: 400 名 
公司價值：388 百萬芬幣 (1999) 

 
圖 4.1. Digita 服務區域及設施 
 
 

YLE 數位化策略的重要措施之一，在於將其轉播發射的工程資源，重組成

一個新的公司"Digita"1。YLE 與 Digita 於 1998 年底簽約以芬幣一億三千七百萬

價格，將其發射資產轉讓給 Digita 經營。在 1999 年營運中，持續依循行政理事

會的決議，將少數股份讓渡給使用該公司網路的民營廣播電視公司；又根據 1999
年 11 月最新的協議，YLE 可把 34%股份出手，賣給電信業者 Sonera PIc，分成

兩次交易於 2003 年 3 月完成。不過這項交易在公平競爭理事會(Competition 
Council) 審核後立下一則但書：「未來擁有 Digita 股份的公司不得再申請數位電

視頻道執照」，使承購者產生疑義於是退出，充分展現政府「製播分離」的長遠

規畫。之後原訂出售計畫不變，繼續招標執行，但初期階段 Digita 仍須控制 51%
的股份。 

 
 數位化推動之前，國務院（Council of State）規定所有拿到數位廣播電視播

出執照的業者，都必須接受共同的技術策略來規畫接收器、節目封包、及鎖碼服

務的經營，同時必須對未來數位多重訊號經營規畫達成共識。並委由交通部負責

完成全國一致的方案，YLE 則扮演著重要的促合者角色。 
 

                                                 
1 以下資料綜合整理自 YLE 網站：YLE Annual Report 1999 (Part1-2). http://www.yle.fi/fbc/thisis/annual.html； YLE Digital 

Development. http://www.yle.fi/fbc/thisis/digitaldev.htm； YLE Press Releases: http://www.yle.fi/fbc/press/；Digita: This is 

Digita. http://www.digita.fi/engl/；Digita Press Release: Digita and Nokia demonstrate mobile reception of digital TV. 

http://www.digita.fi/engl/digidem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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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Digita 肩負著協助商業計畫的開發，同時分享專業經驗，成為平台與

加值服務的引領者。Digita 自身的數位化計畫，必須以未來 5-20 年的需求為度

加以設計（數位發射的覆蓋率 2001 年 4 月為 50%、12 月為 70%、2006 年為

100%），同時把現階段最大的客戶：全國商業電視台 MTV Finland、Nelonen、

Radio Nova 的需求考量進來。目前，國務院核發三個數位電視多重訊號業者執

照給 Digita，並規定於 2001 年 8 月播出，頻道有 8 個，包含 YLE 集團四個頻

道：新聞、文化、教育科學、瑞典語節目頻道；商業電視有 City-TV、運動頻道、

Helsinki Media 電影頻道、WSOY 教育頻道、或 Wellnet & Canal+（試播期由

2000 年 11 月到 2001 年 8 月）。 
 
另外，自 1999 年 11 月起，Digita 也與 Nokia 合作開發行動電視服務。由

Digita 提供行動傳輸發射設備、Nokia 提供電視機接收多媒體的環境設定，選定

特殊區域測試。因為奠基在開放技術的平台上，未來數位電視將可與行動電話、

個人數位助理 (PDA) 互享相關內容，進而整合成共用之接收器。 
 
YLE 數位化的終極遠景，是將資訊社會的理想導入到家庭當中，從數位電視中

擷取未來網路化社會的整體服務（見圖 4.2.）。依據該台董事長 Markku 
Laukkanen 表示：未來數位化之雙向互動服務，將給予 YLE 一個機會，成為資

訊、文化、教育、公務（繳款、認證、安全資料儲存）、商務的整合傳輸平台。

從此確保公共電視服務在數位時代的價值，同時具體實踐資訊社會中的公益，包

括了凝聚公民與社區意識（提供善盡多元領域中公民身份的資訊）、打造資訊分

享的平等與近用權（完成普及的基礎建設及友善的使用介面）、建立個人認同與

自我人格（倡導觀眾導向服務與多元文化節目政策）、及協同產業開發經營效能

與合作綜效（透明的合作機制與公共精神引導專業素質與潛能）。

數 位 電 視 時 代 公 共 電 視 及 資 訊 社 會 的 服 務

數 位 化 電 視
包 含 回 傳 路 徑

資 訊 服 務
從 居 家 近 用 公 共 資 訊

公 共 事 物 交 易
安 全 便 捷 的 付 款 、

簽 名 、 辨 識 等

公 共 遠 距 服 務
由 居 家 進 入 公 共 服 務

下 單
公 共 文 件 、 教 育 等

到 府 服 務

電 子 信 箱
電 子 郵 件 傳 遞 至 芬 蘭

市 民 府 上

網 際 網 路 -WWW
至 芬 蘭 家 庭 的 網 路 連 結

人 性 化 設 計
使 用 者 介 面

=  YLE提 供 至 上 述  服 務 的 路 徑 作 為 執 照 費 資 助 服 務 的 一 部 分

=  Y LE 作 為 路 徑 至 上 述 的 網 際 網 與 電 信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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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服務基本維護：文化相近性

數位電視平台的精緻化

與交易服務的互惠

開放科技
聯結

其他網路

數位化
千禧年新內容

遠景：數位化千禧年內容

數位電視及音訊服務

資訊社會服務

基本頻道：生活詮釋與及整合

基本觀眾區間

個人溝通需求

公視-全覽:
從社會文化的
繁文縟節到

個人化資訊服務

YLE’s 數位公共服務提案

 

YLE對公共服務
的提案

身分及認同

適任與合作關係對資訊社會的平等與近用度

公民社群的傳播

節目多元化
觀眾導向服務
生活芬蘭化

資訊的自主與可靠性
關係到市民身為在當地、
全國及歐洲一份子的傳播

新便捷有用的互動及介面
資訊社會服務的平等
每一家庭皆可近用

高度專業品質
藉由透明化合作關係展現
適任的領導開發之能力

YLE對公共服務的提案：為未來價值安基

 
圖 4.2. 芬蘭公共電視台數位化之願景 

資料來源: Laukkanen, 2000 
 

綜結來說，在共同數位平台的架構下，YLE 將從提供公民資訊文化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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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開始，透過共通科技解決方案，使內容可以流通到多元平台，進而針對個人

價值推出附加服務，一方面成為資訊社會中多元融合的機制，另一方面成為滿足

個體文化之通路，這正符合歐洲理事會 1994 年布拉格決議文精神與聯合國千禧

年電視高峰會之主張（United Nations, 2000）。 
 
（二）瑞典：公共電視與通信、商業電視共構平台 "Teracom & Senda" 
 
 瑞典公共電視是社會民主黨執政的產物，整個電視制度反應統合主義的信

仰。也就是在主要媒體業者、工會與政府文化部，共同的談判與折衝下，提出一

套各方都能滿意或退讓的發展方案。數位電視於是在政府明確的引導下，使產業

發揮極大的活力，架構數位化的工程。首先，主要參與者達成對數位化的共同認

識（Dahlgren, 1999; Brandrud, 1999）： 
 
1. 數位電視增強寬頻螢幕的傳輸能力，是資本私有集團有意圖、也較易進入的

產業；在不確定的狀況下，本國產業將尋求更大的結盟與之競爭（如

Murdoch、Kirch、Berlusconi、Canal Plus）； 
2. 區域性的電視集團聯盟，尋求市場極大化的價值，將有利可圖的跨國體育轉

播節目，設定版權授與，利用機上盒的鎖定，獨賣獨銷，這將對公共電視免

費轉播公共議題的節目政策，產生衝擊，必須即早應對； 
3. 瑞典政府結合所有北歐國家的公共電視與公眾電信業者，於 1997 年成立共

同技術開發集團稱為 NorDig，這項行動目的在 "Avoiding the commercial 
gatekeeper"（擺脫商業機上盒控制的策略）； 

 
NorDig 成立後，旋即於 1998 年 5 月公佈 STB 的標準工法（specifications），

供欲投資數位電視的廣播與電信業者使用，反而刺激了商業電視業界加入

NorDig 協議，以免遭到排擠。如此，使 STB 市場中的共通系統（common 
solution）與獨家系統（proprietary solution）展開有力競爭。 

 
在國內部份，由於瑞典政府積極引導，使該國的公共與商業地面波電視台充

分合作，達成對機上盒開放工法（the specifications for an open set top box）

的眾多協議。除了機上盒協議，在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市場上，

更由公共電信公司 Teracom、公共電視台 SVT、TV4（該國唯一的地面波商業電

視台）共同成立一家公司 Senda，來研發運作系統，同時負責 EPG 的開發。SVT
擁有該公司 48%的股份（價值一千一百三十萬瑞幣），負責制訂條件式接取的設

定，與 EPG 之上載規格。 
而共同發射塔台部份，由 Teracom 公司負責建置，將全國分成 9 區，每一

區設置相對需求的鐵塔、轉播站、中繼站 (見下圖)。而這項工程，協助 SVT 
News24 新聞數位頻道及地方數位頻道的發射（1999 年 4 月開始試播），並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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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未來可能試播的數位商業電視頻道如 TV4、K-World、TV8、TV3、Kanal5、

Canal+、eTV、TV1000、ZTV、Viasat Sport 等需求一併考量。 

圖 4.3. Teracom 共同鐵塔建設規畫 
(來源： http://www.digitaltv.nu/undersidor/h3v1_nar_kommer_dtv.htm) 

 
Teracom 作為一個共同傳輸的經營者，奠基在特許的資深專業地位2。1992

年以來，Teracom 就承攬 SVT、TV4、以及大部份的全國商業廣播台、地方廣播

電台的轉播發射業務；並經營 Sirius 衛星系統，承攬境外商業電視台、有線、衛

星頻道下鍊節目資訊之業務，這是規畫共同平台的重要專業資格依據。Teracom
原本為瑞典國家電信 Televerket 旗下的傳輸部門，1992 年以後自集團中分出，

獨立成國家擁有的公共服務事業（public independent corporation），並與文化

部成為合作伙伴關係。該公司為法定特許的傳輸者，未來將成為標準的資訊傳播

公司。事業 1999 年雇用 700 名員工，擁有 700 座地面廣播電視發射塔。在數位

發射工程部份，2000 年可達成 DAB 全國覆蓋率 85%；DVB 部份，1999 年達到

50%、2001 年達到 70﹪，預計 2004 年後達到 100%。而 Teracom 擁有 Senda
股份達 50%（二千五百萬瑞幣），Senda 主要營運在於配合 Teracom 的塔台工

程進度，包裹電視節目與資訊服務，向訊號涵蓋範圍內的顧客推廣業務。 
 
 瑞典政府對於數位化發展，顯然採取介入與主導之方式，快速達成產業升級

的目標。同時兼顧國家與民間資源，發揮彼此效益，便利社會公眾近用新科技服

務，並降低成本，希望促成產業與消費者互利之局面。 
 
（三）挪威：強化通訊專業經營公共傳輸 "Norkring" 
 
 同樣長久擁有公共廣播與電視資源的挪威，採取不同前兩國的作法。政府以

                                                 
2 本部份資料分別參考下列網站：SVT Annual Report 1998. http://www.svt.se/hela/inenglish/annual98.pdf; 

Teracom Annual Report 1999. http://www.teracom.se/english/annual_report.asp; TERACOM In English. http://www.teraco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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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待變的方式，制訂較為保守的政策。業者部份，以公共廣播 NRK 為引領者，

商業事業則觀望尾隨（Brandrud, 1998）。國家部份，文化部表示肯定態度，在

1999 年 6 月出版白皮書，提議建立兩套地面波數位網，但未對資助方式提出承

諾（Syversten & Karlsen, 2000）。 
 
 挪威政府進一步在 1999 年白皮書中說明計畫方向，以兩套地面波數位網，

承載八個頻道與附加服務為理想，符合傳統廣播的普及服務要求，同時堅實公共

廣播未來的重要性，使其繼續作為國家危難時的緊急傳播網路，該方案明顯依循

英國與瑞典之發展模式（Syvertsen, 2000）。同一時期，一篇國會的政策研析文

獻指出，現階段地面波網路的投資，面臨高度不確定性與鉅額成本，因此國家難

以做出明確資助。早在 1996 年，北歐部長理事會委託報告也指出 (Brandrud, 
1996)，未來數位化時代，廣播業者最好將其傳輸部份拍賣，以使其在恰當時機

能委託到最佳的代客傳輸方案。因此，NRK 自 1998 年起，與 Canal Digital 簽

訂八年的合作契約發展數位衛星平台，而 Canal Digital 又是由前國家公共電信

業者 Telenor 與法國付費電視公司 Canal Plus 所共組的，換句話說，公共媒體未

來傳輸委外的方向，除了地面波外，也將衛星列為考量。 
 
 不過國家認為，地面波仍是未來消費者可以較廉價取得之服務，所以公共媒

體仍然需要持續投資數位網建設。首先，Telenor 將旗下負責地面波廣播網的經

營公司 Norkring 重整，在 1999 年 6 月以五億七千九百萬挪幣將剩餘 60%股份

買回，成為百分百掌控的子公司3。於是 NRK 與 Norkring 原本的合資關係轉變

為承攬關係，也就是 NRK 將整個地面波業務轉由 Norkring 經營。Norkring 將協

助 NRK 建立一個涵蓋率達 80%人口數的數位傳輸網路，測試的工程於 2000 年

上半開始。 
 
 Norkring AS 成立於 1996 年，之前為屬於 NRK 與 Telenor AS 的共有組織

分部，擁有廣播傳輸經驗長達 70 年。1999 年成為 Telenor AS 完全擁有的子公

司，未來發展業務將擴及電訊與資訊科技部門。Norkring 雇用 180 名員工、建

設 470 座主發射台、2,700 座小型發射站，目前類比傳輸網的覆蓋人口率達

99.85%。在數位傳輸部份，數位廣播部份已經達成覆蓋率 45%，2001 年將達到

95%；數位電視部份，已完成全國三環多重訊號傳輸為基礎的設計（分成 15 個

廣播區域），等待國家的投資來實現。 
 
 Norkring 以專業經驗認為，雖然現有局勢看好數位衛星平台之發展，但依據

挪威地型的特性可知，多山多峽灣的破碎與極地地形，使衛星訊號接收範圍受

                                                 
3 該部份資料參考以下網站：Facts about NRK 1999. http://www.nrk.no/info/publikasjoner/facts99.pdf; Norkring In English. 

http://www.norkring.no/index7.html; Telenor AS Annual Report 1999. http://www.telenor.no/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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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由於地面波近用門檻較低，降低消費者採購之費用，加上過去的架設經驗，

及服務客戶的規模 (NRK 兩個頻道、13 個地方台、全國商業電視台 TV2、地方

台 TV-Norge、及 NRK 全國與地方廣播台)，該公司認為成立單一地面傳輸經營

者為較佳的服務模式。 
 
 綜觀北歐三國的發展，可以得到具體的共同模式，供後進之電視數位化國家

參考。北歐國家模式有三個特色，值得吾國思考數位化第一步的技術傳輸建設。

就其定位而言，北歐為一種公共所有權的共同網路；就其正當性而言，建築在三

項基礎及願景上：所有權之立論根據、行為規範之立論根據、產業發展之規畫。 
 
1. 所有權之立論根據 
 

北歐國家認為廣播電視節目須服務社會公眾需求與小眾品味，且肩負推展國

家文化之任務，確保全國人民都能廉價近用，因此節目傳輸所賴之頻譜與基

礎建設必然是公共資源，無論是頻道稀有還是多元論當道，這個原理都不會

改變； 
 

2. 行為規範之立論根據 
 

公共廣電所屬的轉播發射與頻譜資源，應視為公用事業的一部份，如同郵

政、公路、鐵路、水電資源一般。因此，必須要求其技術精準化、經營合理

與透明化、服務普及化、價格平價化、行為公平化、以及利潤回歸公共使用

原則； 
 

3. 產業發展四願景 
 
(1) 轉播發射業務專業獨立化 
 

1.1. 芬蘭指派公共電視 YLE 負責全國地面波網路建設，其他業者必須向其租

用網路，來維繫轉播發射專業的獨立自主 
1.2. 瑞典與挪威國家公共電信業者 Televerket、Telenor AS 成立特有的廣播

電視傳輸部門，服務公共與私營業者的需求 
 
(2) 公共事業主導模式 
 

2.1. 芬蘭國會指派 YLE 經營全國廣電網路，民營業者（MTV、Nelonen）必

須資助該業務的執行 
2.2. 瑞典與挪威由前國家電信組織（PTT）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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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數位化後，成立獨佔之公共服務事業（ independent public service 
corporation）經營數位地面波網路 

2.3.1. 芬蘭 Digita (公共廣播服務佔多數股份) 
2.3.2. 瑞典 Teracom (從 Televerket 獨立出全新特許獨佔事業) 
2.3.3. 挪威 Norkring (由 Telenor AS 100%掌控的衍生部門) 

 
(3) 獨立事業遵守公平競爭或開放營運 
 

3.1. 頻道經營與傳輸經營分離（避免垂直壟斷）：Digita 從 YLE 工程部門中獨

立出來，又 Digita 未來的民股不可申請數位電視頻道之執照 
3.2. 從傳輸衍生的共同平台公司開放讓所有相關業者投資：如瑞典 Senda AS

由公共電視 SVT、公共電信 Teracom、及負有公共責任之商業電台 TV4
組成（後來因商業顧慮而退出） 

 
(4) 數位播放採共通解決方案 
 

4.1. 合力開發條件式接取、EPG、Set-top-box 共通之技術規格 
4.1.1. 成立 Nordig (泛北歐之公共電視與通信公司聯盟) 
4.1.2. 芬蘭 Digita、YLE、與交通部會同商業電臺共同開發 
4.1.3. 瑞典 Senda 與國家文化部共同開發 

4.2. 結合通信（行動電話、PDA）與數位廣播發展共通接收平台 
4.2.1. Digita 與 Nokia 合作 
4.2.2. Senda 與 Teracom 合作 
4.2.3. NRK 與 Norkring 合作 

 
 
二、歐洲數位電視「技術先導核心」的法治與社會民主意涵—多重訊號傳輸業者

的執照與規範問題 
 
從北歐國家範例㆗可知，數位電視發展的第㆒步為建置數位傳播塔台，然而

這㊠單純的工程建設，其實回應著過去廣電制度的基本精神，同時也負責引領現

㈲市場㆗的㊝勢業者，繼續發揚服務公眾與提昇產業的功能。本節在此進㆒步深

入分析，傳播網路營運者的法治定位，其不同類型與民主㈳會發展意涵的相關。 
 

（㆒）多重訊號傳輸業者 (Multiplex Provider) 定義 
 
從數位化後傳輸觀點來論，除了原㈲傳送電視訊號的功能，更擴大到同時可

以傳送數據㈾料、軟體程式、圖片、音訊、多媒體格式等，所以㆒個傳輸部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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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只是電視訊號托播者，而是各種無線數據傳輸的經營者，所以又可稱為多重訊

號傳輸業者。依據英國文化、媒介、體育部的定義如㆘ (Thomas,1996) ： 
 

多重訊號傳播業者，專為數位電視訊號進行封包壓縮，使不同電視節目頻道劃歸入同

㆒數位頻率加以播出，因此傳輸業者可以承攬不同電視台的業務需求，㈹為播送訊

號；同時也可依據不同頻道業者的節目播出需求，㈲效率的重整使用頻寬，使業者可

以互相交易暫時的頻寬需求（高畫質播出或加值電視多頻道播出需要）。多重訊號傳

播業者同時也負責以㆘㆔㊠業務：鋪設完整的傳輸網；實現頻道經營者服務的構想；

鼓勵觀眾用戶購買或租用收視終端設備。 

 

換句話說，多重訊號傳輸業者 ( Multiplex Provider) 就是啟動未來數位電視

的按鈕，執行數位無線服務的理想傳播。由於數位科技使電信與廣播訊號匯流，

多重訊號傳輸業者也不單是電視訊號的發射者，同時也是電信通訊業務之經營

者。以下為多重訊號傳輸的服務示意圖： 
 

  節目提供者 多傳訊號傳輸網路 鎖碼與客戶管理系統  條件式接取機制行銷 
 

圖 4.4. 瑞典多重訊號傳輸 (Multiplex) 服務營運示意 
(資料來源：Swedish Radio and TV Authority, 2000a: 116.) 

 
（二）歐洲各國對多重訊號傳輸 (Multiplex) 的定位與規範 
 
 本文以現實的角度，探索在先進國家數位電視政策規範下，多重訊號經營者

的面貌。所謂「現實」就是以已經開跑數位電視服務、或已成立單一的多重訊號

服務事業的國家為例，來追溯其政策之立場與目的，找出國內政策參照的標準。

在這樣的標準下，本文以英國、瑞典、西班牙、芬蘭（四個已經有數位電視服務

起跑的國家）、義大利（一個已形成獨立的多重訊號經營事業體的國家）為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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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一步引伸論證其數位電視政策的意涵。 
 
 首先，依據此歐洲五國數位傳輸政策的方針，歸納出如下定位（SIS, Strategic 
Information Service, 2000）： 
 
1. 歐洲五國皆採取保護既有廣播電視業者 (incumbent broadcasters) 的立

場，進行數位頻譜之重整，此立場尚不因數位傳輸與節目執照分離核發與否

影響； 
2. 大部份既有業者可以取得經營頻寬的特許權，其授與依據不外乎履行公共責

任之播出，或本身以製播優質節目（公共廣播電視服務者）使命為憑； 
3. 大部份國家是以節目製播與傳輸兩大事業體分離（結合為例外）為原則，但

這並不代表無線電視業者無法保有其經營之空間，初期保障仍有提供； 
4. 概要來說，英國、西班牙、義大利三國以核發無線電視台所謂「無線網路經

營者」的身份 (network operators: multiplexer) ；北歐國家瑞典與芬蘭以核

發無線電視台「頻道經營者」的身份 (channels) 。 
 
以下分別解析各國數位電視政策中，有關「多重訊號轉播事業」的立法規範意旨： 
 
1. 英國 
 
 英國在 1996 年制訂新的廣播電視法 (Broadcasting Act)，代表保守黨政府

對數位電視政策的基本期許。英國政府指定「獨立電視委員會」(ITC) 核發數位

電視經營執照，依循過往對國內電視產業價值的重視，希望創造一個國家數位節

目傳輸系統，並在 Murdoch 衛星電視 BskyB 之外，形成一個可以區別的選擇 
(Smith, 1999)，因此這是保障既有廣播電視業者的主要立基。 
 
 之後，英國政府以核發多重訊號營運執照為政策工具，做為控制「市場進入

者」的制約門閥。這樣的政策導向，自然保障現今「優勢的無線電視產業」，具

體的成果包含：拆解節目經營與傳輸經營事業體、成立兩家傳輸公司 (NTL & 
CCI)、維持平台中立、服務現有無線電視業者；另外，分配足夠的頻寬給現有業

者作為經營空間 (見下表 4.1.)；剩餘的全國傳輸頻寬，交由國內兩大商業電視公

司 (Granada & Carlton) 成立 ONdigital 來經營付費服務（後改名 ITV Digital）。

就此，英國所展現的發照原則，是給予電視台一個可經營的無線電視網路空間 
(SIS, 2000: 36)，如 BBC、ITV 可以擁有一個完整的全國 Multiplex 播放網；剛

起步的商業電視台 Channel 5、與服務小眾之 S4C（威爾斯語、蘇格蘭台）共享

一個 Multiplex；另外三個全國網則交由英國本土兩大電視台，開闢一個新的產

業規模；而兩大傳輸公司必須無異議地為全國無線電視產業服務。英國模式充分

展現出，在保障與創新、又防止垂直壟斷（對照於 BskyB）上，一個折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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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Ezekiel, 2000)。 
 

表 4.1.：英國數位地面廣播電視頻道 
多重訊號 
編號 

經營業者＊ 免費接收頻道 訂購頻道 覆蓋範圍 

1 BBC BBC1 
BBC2 
BBC Choice 
BBC News 24 
BBC Knowledge 
BBC Text 
BBC Parliament 
（限音訊廣播） 

 91% 

2 Digital 3&4 ITV 
ITV2 
Channel 4 
Teletext digital 

Film Four＊ 91% 

A SDN Channel 5 
S4C 

 90% 

B Ondigital  Carlton Cinema 
Cartoon Network 
Sky One 
British Eurosport 
Sky Sports1＊& 3 
Sky Premier＊ 

88% 

C Ondigital  Granada Plus 
Ship!＊＊ 
UK Gold 
MTV 
ON Sport＊＊ 
Sky MovieMax 

77% 

D Ondigital  UK Style 
UK Horizons（BBC） 
UK Play            
Discovery Kids   AM 
Carlton Food Network 
Granada Breeze      
Discovery Wings  PM 
Adult Channel 
Granada Men & Motors 

69% 

＊ 特級付費頻道   ＊＊ 免費額外頻道   (資料來源: CDG, 2000: 9) 

＊ 多重訊號之經營業者，嚴格來說應分成策畫者與執行者。擁有一個完整的多重訊號傳輸網

的 BBC，正是該業務之策畫者；而其執行者正是新傳輸公司之一的 CCI；如此來看，經營者

身份還可以細分為多工訊號業者 (Multiplex operator) 與傳輸業者 (Transmission operator)。 

 
 Abigail Thomas (1996) 針對 1996 年「廣播電視法」中有關規範多重訊號傳

輸 (Multiplex) 部份申論，特別將其功能、授權要件、服務項目，作一政策說明： 
 
(1) 功能： 

a. 綜合運用數位頻寬，滿足廣播業者的互補與容量使用之需求（在高畫質、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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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畫質、音訊、數據廣播之間作頻寬調配與交易）； 

b. 建設傳輸基礎網路； 

c. 將節目經營者提出的服務草案整合起來； 

d. 鼓勵收視戶購買數位終端設備； 

 

(2) 授權要件： 

多重訊號傳輸營運執照 (Multiplex licences) 

a. 以經濟規模為首要考量（單一業者可以經營多個數位多重訊號區域）； 

b. 一張執照以十二年為限，並於第一期中免除營業稅； 

c. 不可對節目提供者與附加價值業務經營者給予不當之特殊待遇； 

 

(3) 授權相對的要件（多重訊號傳輸應只傳送擁有數位電視節目與服務執照者之

訊號）： 

獲得數位電視節目與服務執照的義務與權利 

a. 所有權合乎 1990 年「廣播法」(Broadcasting Act) 之規定的業者； 

b. 業者必須遵守歐洲共同體指令有關歐洲節目與獨立製片播放比例之規定； 

c. 業者必須遵守 ITC 對播出內容之公正性、優質、廣告贊助形式之規定； 

d. 多重訊號傳輸 (Multiplex) 向數位節目服務之承攬合約必須知會 ITC； 

e. 數據廣播業者也需申請執照，而且約限在使用一個多重訊號傳輸 (Multiplex) 
的 10%之頻譜資源內； 

f. 政 府 認 定 現 存 無 線 電 視 台 為 「 公 共 廣 播 電 視 服 務 」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s)之核心，因此給予保障的廣播能量 (broadcasters guaranteed 
capacity)，其正當性來自以下使命： 

(a) 無線電視台必須努力保持高品質的服務； 

(b) 帶動社會採用新科技來瞭解數位服務（達到使用率 88.2%）； 

(c) 一旦類比頻譜回收後，現存無線電視節目將是所有電視用戶基礎的本國節目

套餐 (staple television diet)； 

 
就此法理而言，無線電視廣播台可以自行管理多重訊號傳輸 (Multiplex) 之

經營，託播業務以「選擇」第三者（如 CCI 或 NTL）來提供多重訊號傳輸服務。

保障之意不言而喻，但是重點在於電台必須履行公共服務之廣電使命，這樣的期

許持續於 2000 年英國傳播政策白皮書中宣達（DCMS and DTI, 2000）。 
 



第四章  工業先進民主國家無線電視數位化之體制建構 

 163

2. 瑞典 
 
 瑞典是歐洲推動數位電視服務的先鋒之一，早在 1994 年就成立主管單位「廣

電局」(The Radio and TV Authority)，負責審議執照核發的事宜；並由國會成立

「數位電視委員會」(Digital-TV-Committee)，就執照核發決策提出建議，最後

再由政府決定。瑞典政府優先推動地面波數位電視的立基，在於相信該服務能確

保社會大眾繼續享有言論自由、開放近用、與文化多元的媒體服務（Schierbeck, 
2000:4）。 
 
 在如此政策目標下，瑞典政府不希望讓多重訊號傳輸 (Multiplex) 取得強有

力的經營優勢，決定頻道之包裹與傳輸能力之分配；而是希望頻道經營者

(channel operator) 與傳輸經營者 (transmitter operator) 互相協調出可行的契

約，或者不同頻道經營者彼此間先行協約，因此整個系統之運作奠基在參與者之

約定 (agreement)上，以保障新進業者。因此，瑞典核發數位電視頻道經營執照

的單位，是以每一單項頻道為基礎 (SIS, 2000: 36)。 
 
 1992 年，瑞典政府將全國轉播發射業務獨立出來（原本在公共電信集團手

中），成立單一公共服務公司"Teracom"，與獲得執照的頻道業者合作推出數位電

視服務；而轉播發射公司不得經營電視業務，如需經營電信數據業務，必須再向

「 國 家 郵 電 署 」 (National Post and Telecom Agency) 申 請 執 照  (CTI, 
2000a:6)。而這些規範主要是一個政治考量，避免國家事業擁有集中的權力 
(Shierbeck, 2000:7)。 
 
 不過為了數位電視服務之推行，國家也強化 Teracom 在下游事業之投資。

Teracom 與 SVT（公共廣播電視公司）共同投資 Senda 獨家平台經營公司（各

自擁有 50%股份），其主要業務有：提供用戶收視卡（CA）、訂購節目服務（協

調、統包、行銷節目套餐），並管理電子節目表的統一播出。而 Senda 必須遵守

協定成為中立的平台業者，確保收視戶只需一種解碼盒與收視卡來觀看所有想要

欣賞之節目 (Swedish Radio and TV Authority, 2000a: 116)，相對地 Senda 也

是所有頻道經營者指定簽約的唯一地面波平台廠商。Teracom 另外投資 70%股

份到 Boxer TV-Access AB，該公司專門行銷「數位電視解碼轉換盒」，以直銷或

贊助廠商特價方式進行。顯然，在數位電視下游 (downstream) 部份，政府強有

力的中央模式，創造了單一的服務推廣模式，以加速數位化的進程 (CTI, 2000a: 
7)。 
 
 政府對於頻道經營執照核發之原則如下：每一播放區域內的電視內容與所有

權都必須遵守多元之原則，因此一個廣播區域必須有兩個以上的頻道經營者，而

單一廣播公司不應擁有一整區多重訊號轉播發射網（公共廣播電視服務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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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見表 4.2.）： 
 

表 4.2. 瑞典多重訊號轉播發射網之頻道分配 
頻率 A 頻率 B 頻率 C 頻率 D 
SVT 1 TV 4 Canal + TV 3 

SVT 2   (UR) TV 4 regional Canal + Gul TV 8 
SVT 24 Cell (eTV) Canal + Blå ZTV 

SVT regional Stockholm 1/ DTU/ K-World Viasat Sport 
 Nollettan/ Skånekanalen Kanal 5 TV 1000 

(資料來源：Schierbeck, 2000:5) 

 

此外，政府重視地方與區域之節目品味，所以核發執照時注重地方業者權

益；另外已經提供地面波類比電視服務之電台，也會優先納入頻道執照核發名

單，這是瑞典自我肯定長期以來良性競爭之地面波廣電制度 (Dahlgren, 1999)。
面對數位時代，政府認為前二至三年因屬虧損階段，所以不徵收營業執照稅，而

執照有效至 2002 年底。整個國家多重訊號傳輸網路之頻道分配，採取階段性的

開放策略（1997-8 年核發 31 家申請者之執照、1999-2000 年核發 4 家經營執

照），所有既存業者與新進業者，都可同步依規定申請頻道指配與服務核准 
(Swedish Radio and TV Authority, 2000b)。  
 
 瑞典數位電視政策，採取更分離的節目與傳輸經營原則。一方面將傳輸完全

公共化經營，保障平台中立；一方面採"channel-by-channel"的執照核發原則，

然而現有的類比地面波經營者（公共與商業台）可以優先考量完整核照（SVT1、

SVT2、TV4 觀眾市場佔有率為 75﹪），其次被考慮的為長期經營的境外電視業

者（TV3、Kanal5 與前三者合計佔有率為 90%）。 而政府採取較中央決策的方

式，讓節目品質良好、履行公眾服務的電視台，可以儘早進入數位門檻並體驗新

服務之經營。 
 
3. 西班牙 
 
 西班牙是另一個積極推動電視數位化之國家，由於其本身不從傳統公共電視

的概念發展（Raboy, 1995），同時政治的勢力又深入經濟勢力，因此西班牙在進

入數位化之前，反而以政黨平衡角度來衡量媒體生態應有的面貌 (Bustamante, 
2000)。 
 
 1996 年右派的「民眾黨」(Popular Party) 取得政權後，積極進行傳播產業

解禁工程。由於左派勢力「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早已擁有西班牙 PRISA 
Group 的支持（發行該國重要報紙 El Pais），並與法國前總統密特朗之好友經營

的衛星電視 Canal 合作，推出 Canal Satellite Digital 衛星付費電視服務；因此右

派政府堂而皇之地將該國最大的電信公司 Telefonica 私有化，並引進外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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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衛星付費電視服務，名為 Via Digital (IDATE, 2000: 6)。 
 
 在這樣勢均力敵的態勢下，地面波數位化的服務反而取得較為寬闊或更專業

的發展空間。一來政府勢必將地面波數位化服務，定位在左右政黨以外的自主經

營；二來將設定為本國廣電平台的理想，如此與數位衛星服務作明確區別。 
 
 首先，類比頻譜在西班牙就是細密地劃分為全國與區域性服務，而為了求取

國家內部之和諧，數位化頻譜的分配必須延續如此策略，特別允許區域、地方性

的數位服務（如馬德里人、加泰隆尼雅人、巴斯克黨人）。因此十七個地區政府

或自治體，都會獲得一個區域型的單頻網路，其中六個區域共享的兩個無線傳輸

網，將分配給區域性的公共電視台經營 (SIS, 2000:6)。 
 
 全國性的多重訊號轉播網將分成五個，其中一個全國多頻網路將分配給現有

五個無線電視台（公共電視兩台 TVE1、La 2；商業台 Tele5、Antena 3、Canal+），

讓其類比節目能同步轉換成數位播出 (simulcast)，同時開發地方性節目。半個

單頻網路將分配給兩個全國性、綜合性、免付費無線商業電視台，2000 年招標

讓新進業者競逐執照。 
 
 最後政府集中所有精力，將剩餘的三又二分之一的單頻網路分配給嶄新的地

面波數位電視產業（禁止現有類比電視經營者申請），來經營 14 個付費節目服

務。1999 年 6 月，此執照核發給特許之傳輸業者 Retevision 投資經營的 Onda 
Digital 集團。 
 

西班牙政府於 1989 年創設國有電視轉播發射獨佔公司 Retevision（原本為

西班牙公共電視集團 RTVE 旗下之事業體），1997 年被私有化，股份由 Endesa
國家電力公司（28.7%）、Union Fenosa 電力公司（13.5%）、Telecom Italia（義

大利的電信公司，28.7%）、及其他電力公司與銀行分別持有。Retevision 自 1998
年 10 月「國家數位地面波電視技術計畫」通過後，就公開地聲明要競逐這張擁

有「31/2 個多重數位訊號發射網」之商業執照 (Screen Digest, 2000:127-128)。 
 
Retevision 以 49%股份投資新事業集團 Onda Digital (後稱為 Quiero TV)，

其他股東有英國 Carlton 電視公司（7.5%）、Media Park 製作公司（15%）、

Sofisclave（15%）、巴斯克區域系統業者 Euskatel（1.5%）、六家銀行（12%）。

Retevision 在該集團中扮演之角色為寬頻電訊網路建構者、技術專業諮詢、商業

計畫實現者；Carlton 扮演角色為地面波平台經驗提供、頻道與節目管理者；Media 
Park 扮演角色為主題頻道生產者、內容管控者；其他投資者則扮演金融挹注、

地方行銷之角色 (綜合自 SIS, 2000:8; IDATE, 2000:7; Torre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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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策寫下一些特例：首先不強調頻道與傳輸服務分離原則，容許垂直

壟斷 (IDATE, 2000:14)，但政府選取過去之國家公共系統傳輸者 (public service 
operator) 來經營，而且西班牙數位電視產業非由廣電的主管單位來核發執照，

而是委由「公共工程與經濟發展部」(Ministry of Public 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管理，因此強調產業優先文化的政策導向，使數位電視發展採取

更為解禁的方案。就媒體環境而論，在左右兩派衛星集團勢力之間，國家無線公

共系統數位化旨在形成區別，彰顯政府的中立，在兩大本土政黨與外資廠商之

外，導引資金與技術進入新市場，創造第三個付費服務選擇，並保障全國及地方

公共電視台之需求 (SIS, 2000:18)。 
 

4. 芬蘭 
 
 芬蘭的地面波訊號發射網，長期以來就由公共電視台 YLE 經營，所有商業

私營電視台都必須向其租用繳費，而不得擁有發射網。承其類比時代經驗，因此

國家指定由芬蘭公共廣播公司進行數位化網路建設，並在完成後直接成為傳輸公

司。1998 年 12 月 31 日，YLE 將轉播發射工程部重整為事業體，取名為 Digita。 
 
 旋即，國會的行政理事會開始規畫 Digita 部份持股出脫事宜，國會希望先期

的釋股必須限制在少數持股的規模，而且得標者不可參與頻道節目之經營，以防

止垂直壟斷之發生。此案到 2000 年底才定，最後選取外資，由法國公共電信公

司 France Telecom S.A.的子公司 TDF (Telediffusion de France)，以芬幣一億四

千一百萬元（Digita 的市值已達到三億芬幣）取得 Digita 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國家同時暗示 2005 年將進一步擴大外資持股率。這項潛在可能性，象徵數位傳

輸網路業最終要走向專業化與自由化，完全脫離地面波電視業者的掌控。 
 
  截至目前為止，芬蘭的政策顯示出幾項原則與特色： 
 
(1) 垂直壟斷之禁止； 

(2) 由公共廣播電視業者作為初期的經營者，維持平台中立； 

(3) 公共廣播電視事業體逐步回歸節目製作專業，最終成為內容頻道供應者； 

 
芬蘭數位電視發展雖非先驅，但對傳輸平台卻優先提出自由化之方向；也就

是在釋股過程中，逐步開放，最後達到完全自由化，但仍維持特許獨佔地位如同

台灣中華電信公司的自由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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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E (100%)         Digita (51%) +TDF (49%)      TDF (100%) 

 
圖 4.5. 中華電信公司民營化計畫與 YLE 進程比較 
（資料來源：交通部電信公司民營化研究小組，1993:111） 

 
 在特許成立與專業開放策略下，芬蘭的共同營運議題，諸如共同的應用軟體

介面、單一的條件式接取、單一的用戶管理系統等，都迅速委由 Digita 執行。由

於傳輸網為單一公共服務事業，所以也放行 channel-by-channel 的經營執照核

發原則，原則上單一的電視公司不可能擁有一個現有完整的頻譜經營權，但公共

廣播電視業者不在此限。 
 
 目前三個多重訊號傳輸網的 13 個頻道的核發結果，也頗為反映既有業者的

生存需求：除了公共廣播業者 YLE 擁有一整個多重訊號傳輸網（經營 simulcast、
新聞頻道、文化教育頻道、少數民族頻道），另外兩大民營電台 (MTV Finland、

Oy Ruutunelonen AB--Nelonen) 也分別獲得相對的經營空間：MTV 在 Multiplex 
B 中擁有三個頻道（一個與 Nelonen 合資）、Nelonen 在 Multiplex C 中擁有三個

完整的頻道，其餘則開放給新進與境外衛星業者。 
 
 現階段而言，Digita 既是擁有也是經營地面波多重訊號之業者，雖然必須依

照公共廣播電視法受國會監督，但其階段性的垂直壟斷優勢，仍會受到輿論質

疑，所以 Digita 盡量將廣播傳輸與管理的業務委外經營，初期階段有 Tandberg 
Television 與 Astoka Professional 兩家公司承攬其業務，進行傳輸測試與系統整

合 (CTI, 2000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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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義大利 
 
 義大利是歐洲國家中頻譜分配最混亂的國家之一，因為過去廣電政策較缺乏

獨立性。1996 年國會通過了 1026 號法案，創設了廣電與電信的獨立管理局 
(Autorita per le Garanzie nelle Comunicazioni)，該管理局的局長由參眾兩院議

長指派，而管理委員會的八位委員由參眾議院選舉產生，這種國會任命過程，展

現出義大利統治體系中不確定的本質 (SIS, 2000:34)。 
 
 而義大利電視產業也長期缺乏穩定性，自二次大戰後由國家電視台 RAI 獨

佔，過度的教化與政治菁英觀點節目，產生民怨，導致地下電視台崛起，與國家

電視台相抗衡，幾經立法波折終於於 1976 年產生商業電視台系統，同時也進一

步迫使國家電視台轉變成公共電視台與之競爭，但在這過程中的政治力干預，成

了該國廣電政策制訂上的常態（翁秀琪，1993）。 
 
 1980 年後媒體投資者 Berlusconi 崛起，收購整合了許多商業電視台，成為

RAI 的競爭者。而 RAI 長期由政治菁英—右派「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s)、以及左派社會黨(Socialist Parties)—所控制，這兩派勢力與新興右

派勢力—由 Berlusconi 所領導的產業集團，產生不少衝突，特別是在制訂限制

商業電視網 Fininvest-Mediaset 的法規爭議上，於是 Berlusconi 將 RAI 視為勁

敵。RAI 與 Mediaset 形成了義大利雙元壟斷 (duopoly) 的廣電市場，然而 90
年代末期一連串的政治賄賂醜聞，打擊了傳統的政治菁英勢力，也帶動了 RAI
組織的重整，政黨重新洗牌，更壯大了 Berlusconi 的新中間偏右的集團 (Hibberd, 
2001)。 
 
 依據 1996 年 Law 249、Maccanico Law、以及 2000 年管理局之白皮書宣

示，國家不但要提出新的數位頻譜規畫，以釐清現有類比頻譜混亂的程度，而且

要將現有兩大廣電集團所分食的廣告利益重新劃分 (Screen Digest, 2000: 
105-106; SIS, 2000: 34)。然而，義大利的新聞界認為，管理局將難依照頻譜重

新分配計畫，來推行數位電視地面波服務，反而會讓「現有類比頻譜分配較無爭

議的業者」先行起跑，以區域及區域的方式進行試播，因為現有的商業利益與政

治勢力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影響了管制政策的獨立性。比如說管理局建議，核發

電視台一個完整的「數位多重訊號轉播網路經營」執照，如同英國、西班牙、而

非北歐國家的取向；又不援引反托拉斯法的精神，將使現有兩大廣電集團 RAI
與 Mediaset 獲得垂直壟斷的保障。 
 
 除了電視台與政治勢力緊密地結合，另一項支持此核發方式的理由是，現有

電視台都付出使用電視頻譜的成本：RAI 現今付出年度使用費 500 億里拉、而商

業電視台必須付出年度營收的百分之一為使用費。因此，電視台擁有頻寬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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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事實 (de facto)。就此依據 RAI 的推估，義大利目前可以劃分出三到四個

全國多重訊號傳播網，兩個應當會直接核發給 RAI 旗下的 RAIWAY 傳輸集團公

司與 Mediaset 的子公司 Elettronica Industriale，但其中承載的頻道則分別再行

核發執照 (SIS, 2000:37; Databank Consulting, 2000)。其他頻譜依據義大利最

新版的廣電法，將限定三分之一的多重訊號頻譜，分給新進業者經營 (Braillard, 
2001)。 
 
 就 RAI 的經營策略來說，將逐漸使 RAIWAY 私有化，目前母公司計畫持有

51%的股份，其餘股份則分配給未來的策略結盟業者，如現在積極與 Telecom 
Italia 商談投資第三代行動電視事業，以交換持股方式行之。RAI 本身並創設兩

種帳戶，一則為公共事業經營所用，推廣無線電波普及化工程；一種為營利事業

所用，支助轉投資事業開發 (Zaccaria, 2001: 15)。長期展望，該公司技術策略

主管 Frasceso de Domenico 表示，將朝內容與網路事業分離經營方式進行。 
 
 義大利的電視訊號傳輸問題，一般而言不是技術性而是政治性！因此現有管

理局的規畫與政策宣言，其實現的可能都是不確定的 (SIS, 2000:42)。2001 年

5 月 Berlusconi 所領導的中間偏右政團贏得參眾兩院大選，使數位化政策將繼續

朝著保障雙元壟斷的方向進行。未來的發展，可預見的是，RAI 將又再重整，如

能由 Berlusconi 掌控，RAI 將與 Mediaset 將攜手合作開發地面波數位電視服務；

然而，眾多質疑也相繼出現，英國的《經濟學人》發表專題報告指其不適任，同

為泛右派陣營的西班牙總理 Aznar 也提出關切，中間偏左的政團領袖 Francesco 
Rutelli 更宣稱 Berlusconi 必須解決其利益衝突的身份，並在 G8 高峰會上鬧場

抗議；因此 Berlusconi 宣佈將接受由反托拉斯管理局提名，成立研究利益迴避

小組，來解決其自身的問題 (The Associated Press, 2001)。 
 
 以歐國五國為例，本文概略地歸結出目前先進國家，對於多重訊號傳輸 
(Multiplex) 的規範與政策內容，先將其發展內涵分為八大項加以比較，以表 4.3. 
呈現。歐洲各國發展顯示，大多數國家採用內容與傳輸執照分離的制度，以防止

垂直壟斷。然而，這樣的作法並非欲使現有無線電視台陷入經營之不確定性，本

於無線電視為公共服務或公共責任播出制度，或無線電視的領導者為公共廣電業

者，政府同時實施保障現有業者的優惠配套。 
 

以英國為例，新的多重訊號傳輸者，必須服務不同無線電視台與多重訊號頻

寬經營者的需求，給予公平合理服務，這是一種強制的契約，而且業者原則上可

以自由選擇託播者；瑞典則先創造了一個中立與公共服務的多重訊號經營者，所

有領取頻道執照者，被公平、合理、無差別待遇之原則保護；但是電視台如果要

經營電視或資訊頻道，必須透過頻道為單位的個案申請，這種對既有業者的經營

門檻，可以有效讓新進業者進入，但是公共電視台仍可得到一個完整的多重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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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的特權，而地方性與多元文化的電視台也可優先獲得經營許可。芬蘭的政

策，類似瑞典鼓勵新進業者與保障公共廣電業者，但對於傳輸公司給予較為多元

的經營空間，一方面容許外資進入帶來專業技術，一方面給予特許獨佔，同時授

與頻寬可以自行經營數據傳輸服務，作為其履行公共服務的條件。 
 
 西班牙則創設一個獨立、公共性的傳輸公司，服務所有的無線電視業者需

求；但在頻道指配部份，則依據國家文化政策來施行，也就是地方性、公共電視

優先獲得頻道經營許可，而商業電視台則可獲得與類比同數量的頻道空間。但新

的多重訊號傳輸業者，則不准現有電視台經營，反而准許外資與異業資本進入，

引進外來頻道與數據上網服務，允許結合現有傳輸公司，推廣新服務，並預期帶

動社會進入數位時代。這種策略性區隔（向下整合傳輸網路、向上與既有電視台

分離）的發展政策，分別整合國內外業者的利益。 
 
表 4.3. 歐洲各國對多重訊號傳輸 (Multiplex Provider) 執照核發原則與規範 

政策內涵 
 
 
國家 

核發 
營運 
項目 

垂直 
壟斷 

保 障 無

線 電 視

業者 

執照 
年限 

使用費 投資 
規定 
（內/外）

新 進 業

者空間 
電信 
執照 
額外 
申請 

英國 頻譜營

運但不

可涉及

網路傳

輸 

節目與頻

譜經營

可， 
但不可串

聯傳輸網

路 

所有無線

電視業者

頻寬 

12 無  
(第一期)

電視台得

投資∕可

投資機上

盒 

傳輸無、 
營運平

台有、 
頻道有 

尚無該

項目開

放；

data-cas
ting 需

要申請 
瑞典 傳輸網

路但不

可經營

頻道 

不可 公共電視

頻寬 
3 無 電視台不

得投資∕

可投資共

同營運平

台與機上

盒 

傳輸與

營運平

台無、 
頻道有 

需要 

西班牙 頻譜與

傳輸 
頻譜與傳

輸可， 
本國電視

頻道不可 

現有電視

台播出頻

道  

未定義 未定義 電視台不

可，異業

外資可∕

無 

傳輸無、 
營運平

台有、 
頻道有 

無須 

芬蘭 傳輸與

頻譜 
初期可∕

遠程規畫

不可 

公共電視

頻寬 
10 未定義 公共電視

台、外資

可∕無 

傳輸無、 
營運平

台有、 
頻道有 

需要 

義大利 頻道 
頻譜 
傳輸 

可 無線電視

頻寬 
未定義 定額繳納 電視台、

外資可∕

可投資電

信事業 

無 無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最後，義大利經驗則提供一個例外案例，明示了無條件之垂直壟斷電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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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正源自於缺乏公共建設與利益的過往發展。義大利的廣電政策向來為業

界所詬病，一來政治菁英深入干預，影響媒體的報導公正客觀性；二來國會立法

的效率不彰，使現實與法令脫節，公平競爭的精神蕩然無存；反而圖利社會中有

權有錢的利益團體，以先佔的方式壟斷廣電的資源（翁秀琪，1993）。2001 年 5
月，Berlusconi 又贏得大選，掌握該國百分之九十的廣電資源，雖然可以延續雙

元壟斷結構到數位時代，但對數位進程卻無明顯推動，反而成為歐洲電視界批評

的對象（Willan, 2002; Betts, 2002）。截至目前為止，歐洲國家的政策趨勢，形

成以下的執照授與原則之比例圖，如圖 4.6.所示。      
 

      半垂直整合                                           垂直分割 
 
 

垂直壟斷 
 

圖 4.6. 歐洲數位電視先進國家多重訊號傳輸 (Multiplex) 執照政策趨勢示意 
 
 英、瑞、芬三國，以注重公共電視體制著稱，因此數位時代施行明確的保障

既有業者 (incumbent broadcasters) 政策，英國對象是整個體制，北歐對象是

個別公共廣電業者；英國繼續培植大型數位電視服務經營者，包裹數個多重訊號

頻寬，以審議制辦理核發，確保本國廣電文化進入數位時代；北歐則以頻道個案

為核發對象，鼓勵新進業者，活化新經濟部門。三國都以不同分割形式，厲行製

播分離制，避免私有的衛星有線電視的垂直壟斷結構向無線電視擴張，以保障一

定程度的開放性。 
 

西班牙位處南歐，對於公共電視的定義較為不同，但仍肯定本國電視文化的

價值，給予保障；對數位多重訊號經營，則視為一個新興產業，排除現有電視台

介入，形成向下整合向上分離的特殊設計，全力發展新經營事業型態，以高科技

產業定位，帶動數位服務普及。反觀義大利則較與現狀妥協，讓原有電視集團維

持壟斷優勢，放棄思索利用數位契機重新整理廣電秩序，反而使數位化發展短期

             
            CCI, NTL 
            Teracom,    
Retevision    Digita 
 
    RAIWAY 
Elettronica Industriale 

分離出新獨立的公共傳輸服務

事業 

保證 

公平、合理、無歧視的近用原則

分離出 

新傳輸業者 

結合 

公共傳輸系統  

與私有節目 

服務資本 

雙元壟斷體制保障： 
政治經濟勢力交叉持有的集團：  
RAI (內閣官員、國會、商業合資) 
Mediaset (私人資本、首相) 

保障 
地面波商業電視的公共服務

與公共電視營運組織之 
經營頻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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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無法看見明確的革新方向。 
 
綜合來論，只要無線電視台達到社會認可的公共貢獻，無論本質是公共電

視、或商業電視，即使在製播分離的體制下，都可獲得某種程度的經營保障，以

鼓勵在穩定中求變革。公共電視或公共建設體系，可獲得某種彈性經營空間，使

其作為數位導入階段的開拓者或實驗者，但也同時承擔風險。2001 年起英國 ITV 
Digital 與西班牙 Querio TV 都以虧損結束；瑞典則進行重整，並結束子公司投資

業務；芬蘭宣佈謹慎與緩慢發展，以等待時機。但公平、中立、開放的產業環境，

也在如此透明的發展經驗中，得到證實。如英國隨即以類似方案，重新組成 BBC
與傳輸業者 Crown Castle、BskyB 團隊，經營多頻道的無線電視免費服務，開

始另一階段的實驗，這種組合充滿了實驗與開放性，也繼續維持保護既有業者的

立場 (Collins, 2002)。接下來，就技術健全後應有的服務政策，進行探索。 
 
                         

第三節   先進國家數位電視與公共廣電服務之衝突與整合 

 
數位化的無線電視，追隨著其他已經數位化的傳播科技經營取向。從 1970

年電信設備的革命開始，就在於開發更多的附加價值服務，主要受惠的對象是企

業通訊的使用者，而不是基本電話的家庭用戶。而且隨著數位化的器材更新，更

多的資本投入相對的要求，所以數位化相對是一種價值昂貴的享受，對於一般民

眾與弱勢團體而言，數位化的傳播服務，初期內提昇了跨越媒體的門檻。未來數

位電視的宣傳中，強調的定址鎖碼、分級付費（conditional access）、智慧卡、

互動購物服務、高畫質解析度，這些服務的周邊配套設施，有助於顯性消費的炫

耀，但不助於公眾更簡便地使用一般電視服務（Wise, 2000）。 
 

根據歐洲學者的看法（Steemer, 1998），數位化帶來電視產業的不確定性。

上游部份，新興的獨立製作公司與擁有市場佔有率的節目版權持有者，藉由數位

化頻道增多的市場重組，解除與公共廣播業的雇傭關係，改由契約或是競標的結

果來選擇播出的傳輸平台。而數位科技也轉變了無線通訊的方式，使轉播發射成

為一種產生附加價值的部門，獨立出去成為相關企業，或拆解組織，拍賣出去成

為未來託播者。如此上下拆解過程中，使電視台轉變成一種節目編輯者，類同出

版公司 (publisher)。另外，數位的互動與授權收視之可能，提供一套無線電視

過去未有可能謀劃的空間，就是一種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system, 
CAS）服務之提供，如販賣機上盒（STB）的授權鎖碼解碼的機制；互動方面，

須投資客戶管理服務系統、電子商務部門，又打開未來電視產業一項合作與投資

的新領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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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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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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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管理

訂閱
節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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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映權的交易

觀眾
 

圖 4.7.電視產業鍊數位化後之關係（Duffy, Davis and Daum, 1998） 

 初步來看，數位化過程，使電視公司需要高度競爭以獲得「公眾服務之核心

節目」的播出授權，也增加了尋找合適傳輸管道的風險；互動服務的觀念，扭轉

了傳統服務公眾的共通性，導向個人化與附加價值服務；顯然的，現階段的數位

概念，對公共廣電理念是一種威脅（Chalaby and Segell, 1999: 360-5），但長久

看來，將形成一種自我挑戰，促使公共服務晉級，或者持續萎縮。 

 

一、數位化與公共廣電服務的規範 

有鑑於此，目前先進國家對於數位電視內容的規範，一個重要施政在於持續

公共廣電服務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的理念暢行，而此理念並非只由公

共電視台執行完成，相關義務也需商業電視台配合執行。就傳統與近日的數位衝

擊而言，公共服務之基本目標在於追求一個需求充足與產業健全的廣播電視制

度，這個體制必須至少提供社會公眾必備的視聽功能，本文綜合簡述如下八點： 

（一）新聞、資訊、教育、文化、娛樂之必須內容提供者 (以公共財觀念 "Public 
Goods" 非個人需求 "individual need" 導向為經營根基) 

公共電視服務應該提供人民必要的視聽基本服務，而非只是商業電視台之彌

補機制；因為每一種電視節目類型（genre），都有商業體制所無法提供的內

涵。這些節目應該以公眾共同支付方式來贊助（如稅捐），而非立基於「使

用者付費理論」（Graham, 1998）。 

（二）不以市場供需為製播唯一考量 (收視率)—以免造成市場失靈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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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以市場收益為主導的廣電體制，會因追求收視率，將節目訴求鎖定在最大多

數人都能接受的品味，長久下來節目品味自然萎縮，這是所謂市場失靈。因

此公共電視服務不可依循收視率來製播節目，而是將其作為一個適當的參考

值（Graham, 1998），與商業電視節目型態區別與競爭。 

（三）形塑國家文化 (菁英與本國) 

在資訊爆炸的世紀中，人類接受到相當片面、零碎的情報，亟需一個可以整

合的知識觀點，提供一個屬於在地公眾共同詮釋之觀點，以掌握變動的世局

（Jakubowicz, 1999）。 

（四）服務多元文化 (族群、弱勢、次文化) 

秉持著多數尊重少數原則，益發重視個體角度的社會文化，使公眾社會中的

小眾，擁有相對應的廣電服務資源，特別是社會中之弱勢族群，須有發言空

間的保障。 

（五）國家急難時之必要傳播通道 

日本、美國廣電政策特別指出，國家急難時需要共通與廉價、技術門檻較低

的科技，以傳達社會賴以生存的資訊，無線電視就是一個急難時的珍貴傳播

資源（NTIA, 1998）。 

（六）提供免費、平價、便利、無差別待遇之電視近用環境 

本於普及服務之精神，公共廣播體制必須確認其服務管道，對所有公眾都是

易得的，符合一般消費水準，而且對於擁有不同媒體識讀能力的群體（如視

聽障、老年），都有配套的輔助收視措施。 

（七）透明之監督機制與高度媒體自治 

公共電視的服務除了法律上的責任義務之外，也應接受外在與內在之監督，

如民意機構、公平交易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團體、節目諮詢委員會、工會，

並制訂編輯公約等。 

（八）廣電科技、事業、政策研發者 

公共媒體必須超越營利生產及常態的廣電事業運作目標，投注固定資本進行

事業體的再造與更新，並瞭解社會動態對服務影響等鉅觀知識，以及瞭解閱

聽人環境之轉變，以作為節目製播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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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整體精神而言，先進國家規範數位時代公共電視服務的立意，希望

達成兩項目標：保障類比時代公共廣電經營基礎；發揚數位時代廣電播出的公益。 
 

二、數位化與公共電視服務的保障 
 
就保障而言，數位化過程中，頻道增多，鎖碼機制創造額外利潤（Mosco, 

1989），受公眾歡迎的節目，將逐漸移入付費節目的範疇，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明

確限定公共服務類的節目種類，該類節目不可賣斷轉播權（broadcasting right）
給付費電視業者（pay TV），尤其是運動、現場演藝轉播、經典影片等節目。如

英國 1996 年廣播電視法，持續要求地面波的數位電視頻道，必須免費提供特定

的電視節目類型，以服務公眾（IPPR, 1999）；相對地，也禁止重要的運動聯盟

比賽節目，其轉播權專斷賣給付費電視公司（如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頻道）。 
 
2000 年 8 月德國付費衛星電視頻道 Premiere 經營者 Kirch 集團，買下所有

重要的全國性足球賽的轉播權，屆時全國民眾想要收視這些球賽都需要付費，訂

閱其專屬的運動節目頻道，引發爭議；這項作為被「德國之聲」稱為人民的頭號

公敵行動，最後在用戶沒有如預期的強烈訂購需求下，使集團發生財務困難而倒

閉（DW, 2001; Reuters, 2002）。之後，輿論又傾向要求公共電視承接轉播權。 
 
歐洲執委會第四署的官員針對此議題，要求共同體的競爭法（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對此加以觀察並研商管制對策。相關官員認為，單一球賽的

獨佔播出權並不違反競爭法，但是長時期的獨佔播出權應該禁止，而且唯有在電

視業者有重大投資風險的考量下，這樣的契約才允許簽署（Lange, 1999）。該署

建議依據「電視無疆界」（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指令第 3A 條規定，各

會員國政府必須確認該國廣電業者不可利用其獨佔權力，來剝削公眾近用體育節

目的資訊權利，因此要正面表列當免費播出的電視節目。 
不過，如果公共電視服務業者想要爭取體育節目的轉播權，勢必要增加競標

的經費，如此排擠整個公共服務節目的預算，使其他節目發展受到限制（Maherzi, 
1998）。因此規範的另一面向，應制訂開源措施，補助公共電視服務升級之需求。 

 
英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建議，

從類比頻譜拍賣的收入中，成立「數位公民基金」，協助公共電視推廣數位電視

的節目，或由國會立法徵收數位電視稅收（Digital TV Levy），資助公共電視發

展數位電視節目；美國智庫組織「世紀基金會」、「卡內基協會」、「McArthur & 
Knight 基金會」於 2001 年資助一項研究名為「數位承諾計畫」(Digital Promise 
Project)，該研究成果最後由 Newton Minow (前 FCC 主席) 及 Lawrence 
Grossman (前公共電視協會總裁) 具名報告（2001），呼籲國會立法用無線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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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的資金成立「數位機會創投基金」（Digital Opportunity Investment Trust），

專款補助公共電視在未來寬頻網路上播出節目的需求，此立法將輝映美國在二十

世紀初成立土地投資法案創設州立大學的創舉，稱為無線電波的不動產資助

（land grant of the airwaves）；日本郵電省 (MPT) 則在 2000 年與大藏省研

議，將補助國民收看數位電視節目的設備所需（周姚君，2000），預估 2001 年

所需經費為 100 億日圓，經費規畫從拍賣類比頻譜收入中徵收；韓國政府也研

議以「廣播發展基金」中之一部份，支援獨立電視節目公司在 HDTV 節目製作

上的需求，投資的預算將有 600 億韓元（虞孝成、趙子宏，2001）。 
 
另外政策建議，以開發商業服務收入，來補助公共電視服務所需（Maherzi, 

1998），如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於 2001 年宣佈：公共電視、教育廣播電視、非

營利廣播組織，可以利用數位頻寬節目播出以外部份，經營廣告與加值資訊服

務，以所得稅後盈餘，來補助數位化發展所需（FCC, 2001）。 
 
對既有或新進的商業電視台進行公共責任的規範，也是資助多元節目生產的

方法。英國與美國，目前都有研議「付費或執行」的政策原則 (pay or play)， 來

導引發展。就是政府拍賣數位頻譜所得，以及商營電視台付出的數位頻譜使用費

（交換不執行公共責任播出的條件），都應歸入專案的數位基金，以投資優質與

公共服務的節目製播，支助公共電視與公共利益委託人之商業電視台，在數位時

代的節目製作需求（Thomas, 1999）。或以商業電視台年度的總營業額 (gross 
revenue) 一定比列作為提撥額，成立信託基金，以此獨立自主精神資助公共電

視節目製作的需求 (Campbell, 1998)。 
  

然而，原私人商業電台在數位時代的公共責任播出之內涵為何，也是一項重

要的課題。以商業電視為主體的美國，其政策要求可視為對商業電視台體現公共

責任的最高標準。1998 年美國副總統高爾成立的「數位電視廣播公共責任與義

務總統諮詢委員會」，出版總結報告，指出具體的規畫如下 (NITA, 1998)： 
 
（一）私人電視台應該每一季提出報告，展現出其履行公共責任播出的具體成

效，採用逐項檢查(Check-off)表列方式，減低行政單位與人民的介入。這

些成效應包含下列數項表現： 

1. 提供政治言論、資訊之多元服務（如免費論壇播出時間） 

2. 政府服務廣告的託播執行 

3. 播出兒童與教育節目 

4. 播出地方性節目 

5. 播出容易被忽視之族群與社群的節目服務  

（二）電臺經營的資訊以合理公開原則，透過網際網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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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費提供頻寬經營代客傳輸資訊服務，視為履行公共責任的加權計分 (如
服務公共圖書館、非營利事業團體、社區大學、醫療與訓練中心) 

（四）經營數位無線電讀，定期免費提供公眾生活資訊 

（五）投資建立急難事件的警訊與資訊系統 

（六）提供殘障者相關之收視輔助服務（如隱藏字幕、音訊描述資訊服務、或點

字鍵盤系統） 

 
Abigail Thomas (1999) 也提出相關說法：認為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公共責任

要求，譬如說：美國著重兒童、社區節目品味、以及政治意見多元市場的維護；

紐西蘭重視本國文化產製；歐洲聯盟重視歐洲文化的節目製播；日本重視獨立製

片產業的發展，因此各國會利用頻寬核准為機制，來作為驅使所有電視台承擔「公

共責任」(public trustees) 之誘因。這些類比時代的規範精神，會繼續存在於數

位時代。 

規範的規畫與實施，彰顯了無線電視進入數位化的幾項表現的維持指標，無

論是以公共電視為體制或機構的先進國家都遵循以下的精神： 

（一） 保障公共廣電繼續照顧公眾對電視節助的需求，特別是能引起大眾共鳴

與共識的節目型態，使公共廣電制度繼續型塑本國文化，提供免費或平

價的收視服務，預防國民因數位機制而被排除在公共品味之外； 

（二） 公共性節目的製播需求，因數位化後會產生軟體與版權的鉅額投資。各

國皆以從數位頻譜拍賣收入或商業電視台應有的社會投資額角度，徵收

基金提供所需；更加彰顯無線電波公共財的本質，也藉此維持既有業者

的特許身份； 

（三） 讓公共廣電制度與機構於數位時代穩定發展，有助於將類比時代公共利

益衍生到數位時代； 

（四） 數位科技帶來無線電視經營的新空間，規範此空間的使用，可以間接地

促興公眾節目的製播經營，無論以此作為開闢財源手段，或直接從技術

可能性中開發潛在的未來服務，都納入先進國家的規範思維； 

 
三、數位化與公共電視服務的開發 
 
 針對前論第四項有關技術的新發展而言，顯示出開發數位公益的方向。未來

的地面波數位電視，利用數位通訊與匯流其他媒體的方式，還可提供互動電視、

加值電視、數據廣播等經營項目，這使得數位電視的節目轉型成一種多媒體的服

務；觀眾不只單看電視而已，還可擷取資料、索取服務、傳遞訊息，互動電視的



批判台灣的電視政策，2000-2002：無線電視台公共化與數位化之思辯 

 178

領域已經進入電信服務的管轄（de Bruin and Smits, 1999）。因此，一個重要的

問題產生：數位電視服務的內容管制，應該遵循共同載具（common carrier）或

內容管制（content regulation）的原則？目前先進國家對此問題尚無定論，但是

如果已有電視台開始提供服務，仍須接受現有廣播電視法的管轄。 
 
 此外，由於電視台所獲得的頻寬是依既有業者身份 (incumbent broadcaster) 
所繼承來的，因此仍是公共利益受託者的角色 (public trusteeship)，除非另有訂

立特別豁免規定或交易，所以其經營之本業仍為節目廣播。因此在資訊廣播業務

的擴張上需要限制，免得副業變成本業，損害了觀眾的權益。如英國廣播電視法，

限制 data-broadcasting 使用的頻寬不能超過所有頻寬的 10%；澳大利亞 1998
年制訂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Services (Digital Conversion) Act 1998 及

Datacasting Charge (Imposition) Act 1998，規範現有商業電視台所經營的資訊

廣播只限於加值型電視的業務範圍，單純的資訊廣播業務只允許由新進業者，以

電信業務的名義申請經營（Forster and Lovell, 2001）。除此之外，在使用頻譜

傳輸數位內容上，並無明顯的限制規定，反而藉此開放，鼓勵公共電視盡可能開

發加值型的電視服務，提供節目相關的知識，使電視在數位化時代延伸收視的教

育意義。 
 
 1999 年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發表評估報告，對數位電視

系統如何發展供教育與職業訓練所用（透過地面波、衛星），提供了思考架構

（Bates, 1999; Love and Banks, 2001）。該考量的標準主要依據網際網路的普

及率上，原因在於數位化與互動性的視聽服務，與現存的網際網路之間有相當的

重複性。因此在網際網路已經達到了「關鍵大眾規模」(Critical Mass)的層次，

對於目前還在努力發展的數位電視而言，必須思考適合的定位（Poon, 1999）。 
 

地面波數位電視之發展，是數位化浪潮的最末端，所以互動服務早由有線電

視與網際網路的普及取得先進位置。但由於電視是一項最為普及的媒體（遠高於

家用電腦），而且無線電視的一對多廣播效能（網際網路為一對一的本質）與廉

價的使用成本（有線電視以付費為服務模式），因此民主先進國家仍對無線電視

的公民教育與知識傳遞功能給予肯定。 
 
 執委會認為，根據目前歐洲先進國家的評估，地面波數位電視要達到經濟規

模的階段，勢必要等到 2010 年才能成熟。而在這以前，傳統的國家教育機構與

職訓中心，勢必不會大幅利用地面波電視做為數位教育工具。所以，電視應當繼

續發揮原本在廣義「教育」（arts, science, humanities）類型節目上的投資，執

行研發與播出，豐富公民收視電視上的附加價值，而非進入正規的教育電視經營。 
 
 所以現階段的教育頻道意義，多在針對社會中各層次族群之需求，提供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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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的教育節目。以英國而論，由於家用電腦與有線電視普及率不高，所以

BBC 可以推出全備的的教育頻道（從幼齡到青年、成人知識與藝術），同時希望

以此為窗口，引導國民使用網際網路服務；芬蘭的有線電視普及率才至 53%，

無線電視推出一組套餐頻道，包含創新的互動娛樂教育（edutainment）專屬頻

道、新聞與地方文化頻道；澳大利亞也因有線電視普及率較低，無線電視則立刻

推出兒童與青少年專屬的主題教育頻道。 
 

德國公共電視的策略，囿於有線與衛星電視的獨佔，反而逆勢操作，希望因

著研發無線平台技術，可以突破前兩者的限制，以免付費與平價機制方式，提供

未來電視多媒體節目播出所需環境。德國主要廣播電視業者公共電視台 ARD、

ZDF，最大私人電視台 RTL (由董事長 Gerhard Zeiler，前奧地利公視總經理)，
以及主要付費電視經營者 KirchGruppe，在聯邦媒體主管機構見證下，於 2001
年簽訂共同宣言，促請儘速引進 MHP(Multimedia Home Platform )標準 (EBU, 
2001)。業界以為，這項措施將對無線電視"Free Universe Network"研發聯盟資

助頗大，對衛星業者 Kirch Group D-box 將是一項挑戰。 
 

歐洲執委會資訊社會總署的認為 MHP 雖是電視的軟體設定，但其形成背景

更象徵了歐洲廣電的新價值觀。開放與共通（水平整合）是歐洲公部門對數位多

媒體革命的理念，然而管制單位面對激烈變更的技術，常會制訂不合時宜的標

準；但如果放任市場決定，先進者必然先投資於自有產權（proprietary）的系統

（垂直整合），節省整合的時間，如此形成後進者的門檻。 
 
為了突破這種兩難的政策環境，研議改變產業競爭之重心，強調開放的系

統，建立共同介面，如機上盒的模組化，讓所有服務都能由一機支援。然而硬體

共同介面的建構耗時甚久，同時會與付費系統衝突，於是新的作法從軟體導引著

手，開發應用軟體共通介面 (APIs)。未來晉級的機上盒將備有記憶體，軟體的

駐足與更新將十分便利，因此建立一個聯繫應用與作業系統的標準，同時開放介

面讓業者撰寫應用程式，將可一方面保有現存付費機制的經營方式，同時也有利

廠商以標準模式降低生產成本 (de Cockborne, Clement and Brown, 1999)。簡

言之，未來的模式應從消費者著手，容許時間與嘗試來決定未來經營模式；管制

機構的職責，在於提供有長遠規畫價值的選項，避免過度保障或強迫消費者，使

用某種特定的服務。 
 
 達成開放平台目標外，德國並與荷蘭同時開發無線電視數位化後的可攜式、

行動式接收（portable & mobile reception）、與廉價的成本設置，以與獨佔的有

線電視與付費經營相區隔。藉此，讓知識的傳遞可以行動化。 
 
 執委會的報告另指出，數位電視的資料廣播功能 (databroadcasting)，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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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經營模式來看，較屬於商業用戶為主的市場商品，也就是該資料以直達工

廠、公司、教室為主（B2B），而非家庭用戶。因此，極適合於全國性的中小學，

索取統一的教學資料之使用；而美國 FCC 宣佈開放讓公共電視自由使用數位頻

寬，作資料廣播，就是此種模式的標準開發，使現階段公視可以幫各大學與社區

學院傳遞教育多媒體；所傳的訊息為包裹好的多媒體資訊，而非節目性質的個別

影音排檔 (schedule) 訊號，所有較有彈性以經濟效率的方式，適時地將客戶所

需資料傳到用戶端。 
 
 如何讓公共電視共同發展多媒體的知識頻道，以先進國家目前政策而言，都

以開放的態度，准許試行。如優質創新的數位節目，國家嘗試立法提供資金鼓勵

創作；但是新服務如何廣達公眾，德國則透過產業合作，管制機構支持的模式，

開發共通平台，以加速數位接收機制的普及，這樣的規範則是新媒體發展上重要

的里程碑。 
 

第四節  數位化與公共電視成長的社會意涵 

 
 從數位化與公共電視在技術、法治發展與服務內容規範上的衝擊與整合後，

本節將回到更大的社會結構變革下，瞭解數位化與政治治理的關連，同時從產

業、政黨、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交流中，看到台灣的可能進展與定位。 
 
一、數位化引進與公共服務理念之衝擊 
 

（一）英國與紐西蘭第三條路之政治改革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 Anthony Giddens（1998）出版 《第三條路》 一

書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為 90 年代下半，歐美

各國一系列的社會民主改革與左派政治人士的勝選，作出詮釋（陳宜中，1999）。

民主先進國家的社會民主政黨，在歷經 80 年代新右派（保守派）長期執政的優

勢後，痛定思痛，針對致命傷下藥，從美國民主黨重新執政開始，提出改革的方

向，嘗試改造左派政治長久以來的定位。 

 Giddens 認為，簡單來說，第三條路象徵一種中間偏左的政治路線，它等同

地重視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與創造新社會財富之目標，以回應全球經濟體競爭

的要求。然而社會的財富分配的本義，也因著重競爭的條件，而改變內涵。

Giddens 提出了以下改革重點： 

1. 盡可能在市場動力機制中創造公共利益之生存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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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平等在於社會之包容（inclusion）意涵，不但要考量窮人的需求，也要

使富人認同社會福利機制，齊力促成該體制的運轉； 

3. 因此社會福利的訴求對象，不應只是一種消極的照顧窮人之意涵，更應考量

社會整體服務之需求； 

4. 政府的福利資源，也應投注在人力潛能的開發與資源上，而非僅滿足基本生

活所須； 

5. 積極福利之開支，需要政府與其他企業部門一同來負責，而執行的職責交由

社區與非營利部門來推動； 

英國的廣電媒體，在如此思維之下，導引積極地改變體質，接受新科技的挑

戰，並帶頭開發風險市場—數位化的服務，確保類比時代廣電公共利益在數位時

代伸展的先機。同時輸出英國產官學的合作經驗，讓新專業階級組合，媒合社會

與技術資本趨力，發展社會福祉，成為一種理型。 

英國工黨 Tony Blair 政府 1998 年執政，紐西蘭 Helen Clark 工黨政府 1999
年贏得大選，皆是在保守黨長期執政後的政權輪替，也是重新反省解禁

（deregulation）與私有化（privatization）政策風行多年的契機。2000 年 12 月

12 日，英國「文化、媒體、體育部」與「貿易暨工業部」聯合發表《傳播之新

未來》(A New Future for Communications)白皮書，意圖深化執行多年的第三條

路之政策。2000 年 7 月紐西蘭政府依據執政承諾，在發表廣電政策文件：「廣電

政策目標與履行機制」、「廣電事務題綱文件：平台與科技議題」、「紐西蘭廣播電

視公司憲章」後，落實新中間的改革之路。 

英國極力推動廣電事業之經營成果，強調公共與民營皆有其特色，並合作推

動地面波數位電視服務。反觀，紐西蘭的電視體制卻十分類似於我國的情境，過

去以國有民營的紐西蘭電視台 (TVNZ) 為核心，逐次開放民營與衛星電視的經

營；然而公共電視的發展卻停滯不前，目前支持機制為類似本國「廣播電視事業

發展基金」的 "New Zealand On Air" (NZOA)，作為贊助公共利益相關節目製播

的行政機構，但是對於專屬公共電視服務之頻道建設，卻躊躇不前，以致未來電

視的開發面貌無法明確（Whitehead, 1999）。雖然紐西蘭在立國傳統上，多與英

國有相關，然而在廣電格局上，與英國相比，卻十足為困境與理想之對照。邁向

二十一世紀前的兩國省思，對我國而言，提供參考的空間。 

 

（二）英國傳播白皮書與數位電視行動 

 首先，英國 2000 年之傳播白皮書提出三大改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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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造動力與競爭力的市場 

2. 確保高品質、多元傳播服務之普及度 

3. 保障媒體公民與消費者之身份 

此三大目標的內涵與堅實公共廣電服務的相關建設要件，條列如下： 

(1) 動力之市場 

a. 新的管制機構（OFCOM）將秉持競爭與消費者保護原則來管理 EPG 

b. 廣播業者使用頻譜的價值將予評估，並研擬頻譜交易的機制 

(2) 確保普及近用 

a. 無論數位化前後，公共電視服務都將免費提供 

b. 公共電視服務在未來有線電視與衛星頻道上免費播放原則不變 

c. 公共電視服務在 EPG 上的顯著性與易得性必須確保 

d. 確保相關的教育與訓練計畫伴隨著新科技服務推出，使人人生活素質因

科技獲得改善、工作遠景也可提昇 

(3) 保護消費者與公民的權益 

a. 確保節目內容的水平，並從事相關研究使之更反應公共利益 

b. 持續公正與真確的新聞服務 

c. 由電腦資料保護署制訂防止線上資料不當獲取與隱私保護原則 

d. 政府有責推動媒體識讀教育，讓民眾在充足資訊下作出使用抉擇 

e. 成立消費者小組研究服務的質量 

f. 改善殘障人士近用媒體的環境 

g. 鼓勵產業開發能相容的傳播機具標準 

另外，在節目品質與多元性方面，英國政府仍然繼續堅持一貫的公共服務立

場：優質大眾與多元小眾方向，並且堅信數位化後公共服務之必要性將與日遽

增；並且創造出三層管制架構（公共、商業、付費），由基本技術面來規範公共

電視服務量的需求，讓質的需求留待上層管制處理，以彰顯媒體自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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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年來衍生的數位政策與結果中，可以部份印證上項原則的適用。英國廣

電政策的特色在於傳承性，也就是說立基在類比時代高度管制的公共電視服務基

礎，將其優勢延續至數位時代，一舉達成公共化與數位化的雙元目標。舉例而言，

1997 年起，英國將全國數位地面波網路統合成兩個全國經營的集團，有計畫地

分配給現存的六個電視台經營，使之內在持續競爭，外在無不確定因素下，全力

開發數位電視新服務，這種以市場上優勢公司控制的模式，雖然受到過渡保障既

有業者的批評（Collins, 1998），但的確創造了數位電視服務之新局面，有效地

維繫英國數位服務的獨有模式。而無線電視的共同傳輸平台，與 Murdoch 的

BskyB 衛星電視服務之平台分庭抗禮，在市場競爭方面達成較為多元的選擇，同

時避免富有之輩只能選擇境外資本市場的多頻道與個人量身訂作之電視服務

（MeTV），防止形成一種上層人士與社會整體區隔（exclusion）的自我品味。 

第三條路政策的重要新意旨，在於避免造成富人排拒社會整體福利設計的思

維。所謂「富人排拒」意味著有購買能力的人聚集，設計自我生活水平，並自建

壁壘防止社會問題的入侵，同時進一步要求撤出對社會福利體制的支助（健保、

勞保、公共電視），改由自給方式來支應所需，如富人自建社區、學校、寬頻網

路等公共設施（Mosco, 1999）。電視方面最明顯的例證，反映在衛星與有線電

視的主題頻道（specialty channel）收費方式上。許多強調品質與知識取向的電

視節目，並非放置在一般基本服務的區段，而是在付費頻段上計價，用戶只要願

意付出更多，就可以收到比一般人更多的「優質」選擇。如美國，許多知識與教

育型頻道：A&E、 Learning Channel、 Discovery、Bravo、Food-Home-Garden、

History Channel、Nickelodeon、National Geographic 等，都是有線電視基本級

以上用戶才能獲取的服務，造成對公共電視之挑戰。換句話說，凡是付得起如此

層級的用戶，勢必對公共電視的對等服務失去向心，並反對繼續以納稅金額資助

公共廣電體制，使美國公視日趨沒落（Poon, 1999）。並認為公視的普及服務只

對窮人具有意義，產生對西方社會福利國家普遍的詬病：福利只是照顧窮人的是

殘補，而非全面的社會救助，是社會負擔，而非資產，以致排斥此制度。 

2002 年英國最新的數位電視政策提出抗衡如此「富人區隔」的作法，由英

國政府發佈「數位行動方案」，由所有無線電視合作，以 BBC 為領導，並由一家

傳輸公司 Crown Castle 與境外衛星業者 Sky 合組產業聯盟，共同經過評比而獲

得一張十五個數位頻道的全國執照，並取名為"Freeview"聯盟，加上原本無線電

視已有的頻道數總計二十八個，足以形成一個多頻道的組合。BBC 特別在新的

頻道套餐中，開發幼齡、兒童、青少年、知識與藝術的主題頻道，同時與其他無

線電視台組合三個新聞專業頻道以及互動資訊服務，並以免費收視為號召，形成

與衛星付費頻道的有效對比（曹琬凌，2003；Collins, 2002）。而從頭端的節目

供應，與末端的收視機提供，以及政府的配合，都由英國數位電視集團（DTG）——

由 BBC 號召成立的產官學組織，作為協調與整合的推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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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BBC 更帶動衛星節目免費收視的訴求，首先宣佈將所有節目從現在

的 BskyB 衛星頻道上撤除，節省未來五年的一億二千四百萬英鎊託播費，將其

投入節目製播資源。BBC 再將所有節目訊號改交由 Astra 2D 衛星以不鎖碼方式

代播，讓用戶可以免費收視，同時將此轉換納入自營衛星 Freeview 的推廣業務

中，但同時也容許 BskyB 免費上載 BBC 訊號播放，如此徹底達到 BBC 訊號應

在衛星平台上必載的實質原則 (Minto, 2003a & b)。另外 BBC 也正式向管理商

業電視的獨立電視委員會 (ITC) 控訴，要求介入判定即或沒有託播關係，BskyB
也要將公共頻訂放置在 EPG 的適當顯著處 (due prominence)。 

截至 2002 年底，Freeview 無線電視服務獲得 30 萬的新用戶，成功地超出

衛星電視的用戶成長數。BBC 基進的作法，與政府的支持與保護，雖然抑制了

新進業者進入無線電視領域，但卻成功地形成外來衛星頻道外的選擇，並且強力

主導普及本國廣電文化的行動。同時本國數位電視的持續普及後，更要引導國人

使用電視上網科技，獲得公共資訊（迷走，2000）。 

因此，第三條路政策為了扭轉過去對社會福利的錯誤分化觀念，強調公共電

視服務為全面性的資源分享設計，無論貧富皆能從其中得到滿足。救助的方式並

非是補助金錢上的缺乏，而是整合新的事業資源，由專業組織引導產業發展，提

供人們多元的選擇。最後繼續維持所有的無線電視台都是公共電視服務之受託

者，不分商營還是公營。而這些頻道必要在衛星上，以公平、理性、沒有歧視的

方式通過條件式接取設備，避免富有人士無法收到公共電視服務，而拒絕支持電

視執照費制度。而各級政府的資訊，未來都將利用新的數位頻寬廣播，使人民可

以方便獲取，這些構想都希望有助於達成「社會包容」的政策目標（social 
cohesion）。 

（三）紐西蘭電視公共化政策的施行 

 勞工黨贏得 1999 年大選，組成聯合政府，並闡揚新中間的路線。在廣電政

策上，對傳統由右派自由主義政府主導的開放與自由化，加以改弦更張。首先，

新政府認為電視公共服務的對象是公民而非消費者；其次，電視公共服務需要一

個專屬頻道播出，而非現行的贊助相關節目在不同頻道上播出的型態；最後，頻

道為國家全民之公共財，拍賣原則必須考量商業利益之外的因素（Minister of 
Broadcasting, 2000b）；廣播部長 Hon Marian Hobbs 提出具體的改革目標，以

「廣播電視發展的綠色曙光」為名，提出以下重點政策（Minister of Broadcasting , 
2000a）： 

1. 規畫國家電視台 (TVNZ) 轉向公共電視的經營方向 

2. 本地節目播出配額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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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公共廣電的資助機制 

4. 發展年輕人需求的廣播服務 

5. 研擬管制數位電視傳輸議題 

6. 保留非商業目的播出之廣電頻譜 

7. 嘗試拆解 TVNZ 與 BCL（地面波傳輸網部門）的不透明關係 

勞工黨競選時的政見就明確承諾，要成立紐西蘭的公共電視制度，而且以

機構的建立為指標，而非過去以政府基金投資優質本土節目為手段。自 1988 年

起，BCNZ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of New Zealand) 就從國家公法人機構 
(statutory corporation) 轉變為國有公司形式 (state-owned enterprise)，以改善

其經營體質與增加其競爭力，以在解禁年代中善用廣電新科技，賺取利潤並擴大

規模（Spicer, Powell and Emanuel, 1996）。當時的 BCNZ 仍大幅保有政府機構

的特色，人事包袱沈重，閒置資產龐大，因此邁向公司化、利潤導向企圖活化這

些結構，於是成立以商業經營為導向，但也徵收執照費的國有電視公司 TVNZ。

素有「世界實驗室」的紐西蘭（Stewart and Moss, 1986），在 1990 年左右又以

首創的眼光，公開拍賣國家的無線電視頻譜，並允許外資介入，分別成立了以美

國 Murdoch 集團投資的 Sky Network Television、以加拿大 CanWest Global 
Communications 集團投資的 TV3 兩個無線電視台，而且沒有任何公共義務規

範。如此形成了相當商業化的電視生態。 

紐西蘭採取如此開放市場的政策，主因在於該國市場狹小，4 百萬人口集中

在都市區域，又有零星人口散佈在偏遠地區，不易形成較大的經濟規模。因此，

極力招引外資，引進技術，以發展紐國的高科技產業，避免落後於先進國家。即

或在如此開放下，TVNZ 經過十年後仍掌有市場優勢地位：TV 1 在 2000 年的收

視市場佔有率達 42%、TV2 達 28%，廣告收入佔總數 63%，年度獲利四千三百

萬紐幣，上繳國庫達三千萬紐幣。換句話說，TVNZ 仍是該國人民最主要的電視

選擇（Norris and Pauling, 2001;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1）。

不過 TVNZ 的獨佔表現，並不理想。由於純獲利的導向，使該台電視節目以進口

為主，英美兩國產品充斥電視螢幕，全年生產總額只有 5%是針對公共服務使命

製播，平均每個國民只支付 12 紐幣來資助公共廣電，顯然與先進國家差距甚大，

而 NZOA 的調查顯示 40%的閱聽眾對現有電視服務感到不滿（Fraser, 1999; 
Whitehead, 1999）。 

 
因此，勞工黨政府決定，將現有的 TVNZ 轉換為一個公共電視台，制訂公共

電視憲章來指導並保障其獨立自主與公共服務的使命，以平衡過度商業化的問

題。Helen Clark 領導的左派勞工聯合政府，正式於 2000 年 6 月提出紐西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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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台憲章草案，並於隔年 5 月通過且易名為「公共電視憲章」。在這段期間內，

政府一共獲得 170 件覆議案，其中百分之 70%是支持公共化的方向。 
 
在憲章指導下，國營電視台 TVNZ 將逐漸轉變成公共電視經營的模式，起始

日設定在 2002 年 7 月 1 日。廣電部長 Hon Marian Hobbs 指出，轉變之工程將

涉及電視台結構調整，財務重新規畫，資助方式重新釐定。她正式建議國會應認

真思考，如何將新舊憲章的使命作最好的整合。新憲章要求 TVNZ 的新使命包含： 
 

1. 任一類型節目都應提供本國觀眾之資訊、娛樂與教育需求 

2. 努力達成高標準之節目品質與編輯獨立 

3. 提供共享經驗強化國家認同與公民資格 

4. 提供原住民參與節目企劃，以及其他廣電服務所未能達到之品味 

5. 平衡一般公眾與小眾的電視需求 

6. 鼓勵創新品味並設定節目標準 

7. 支持紐西蘭影片與電視工業的才能與創意 

 
為達成上項目標，TVNZ 應當在業務上進行以下改進： 
 
1. 提供自主、全觀、公正、深度的新聞與時事、國內與國際報導 

2. 提供知性、科學、文化發展新知，鼓舞多方位之辯論與批判，使公民具備能

力參與社區、全國、及國際性事務 

3. 使全國民眾接近毛利人之文化語言等資源 

4. 反應區域的聲音促進國家整合 

5. 促進全國多元文化面貌的構成 

6. 製播本國文化之影片、戲劇、喜劇、紀錄片 

7. 製播本國文化之歷史、文明、生態節目 

8. 製播毛利人之文化時事語言節目，並滿足其娛樂資訊需求 

9. 在大眾趣味的節目素材中，注入少數族群的需求 

10. 使兒童與青年能參與節目之製作，並滿足資訊娛樂需求 

11. 維繫廣告之倫理規範以保護孩童 

12. 促進藝術節目的發展，照顧本國與國際活動 

13. 反映國人對運動與娛樂之需求 

14. 支持國人透過電視得到教育與個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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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洋洋灑灑之政策宣言，卻模糊了公共電視未來面貌，似乎是一個全能

的服務者，如此引發各政黨對憲章的批評，認為造成比解決的問題還多。在一陣

批判政府政策聲中，可看出中間偏左政府推行公共化政策之低調與執政之困境。

顯見，Helen Clark 總理希望一方面盡可能實踐選舉承諾；另一方面又必須考量

選後國內與國際自由化聲浪與私有勢力的合流洶湧，逼使聯合政府要在穩定局勢

中緩步成長。 
 
首先，TVNZ 董事長 Ross Armstrong 公開支持憲章，並承諾密切與政府合

作，選定優先施政項目，監督電視台防制做出與憲章精神相背之經營。然而，反

對黨 ACT New Zealand （產業利益團體代表）卻強烈抨擊董事長，不尊重專業，

引發電視台內部人事之不安情緒。ACT 監督廣電事務國會議員 Penny Webster
發言，認為憲章是一種應付選民的政治討好語言，充滿了政治正確的誇大用語，

此公共化方案沒有施行基礎，必然需要納稅人負擔大量金錢支助，她認為遙控器

才是觀眾真正的選擇權利來源（ACT, 2001a）。而前執政黨 National Party（執

政長達十年之久) 也群起攻之，該黨廣電事務監督議員 Katherine Rich 指出：十

八個月來廣電部長只提出簡短的憲章文稿，而卻花十四個月的工作天才出爐！她

批判政府無法提出讓人信服的公共化財政方案，有關廣告與電視收視稅捐的建議

都難以執行，因此還要再耗一年時間尋找財源。國民黨認為現今最重要的問題

是，納稅人要花多少錢支助公共化？轉播發射網 BCL 是否要與 TVNZ 分割成不

同事業體（實踐數位化之策略）？如此之後 TVNZ 將如何實踐公共電視使命？政

府的公共化建議顯現對電視經營的陌生，一個資產將被當成垃圾經營；另一國會

議員 Murray McCully 指出：憲章將侵蝕 TVNZ 之利潤及價值，簡直就是該台的

死亡宣判令 (National Party, 2001; Lane, 2001)。 
 
 原本支持公共化之綠黨也不同意部份安排，監督廣電事務議員 Sue Kedgley
認為憲章精神並未言明要革除電視暴力，也沒有要禁止兒童節目的廣告。最不足

的是，公共化政策沒有提出財務的規畫，一切都成了紙上作業（Green Party, 
2001a b; Kedgley, 2001）。而且綠黨反對 BCL 與 TVNZ 的分割，認為如此將使

TVNZ 失去明確的資源與收入。但 Penny Webster 反對綠黨的看法，認為目前

公共化資金即使靠賴傳輸收入也是不足，她強調分割倒是一項正途，如此 TVNZ
不致於顧客兼老闆，使傳輸成本透明化，讓其他私有廣電業者繳交與 TVNZ 同等

的傳輸費 (Webster, 2001)。 
 
紐西蘭的市民團體也批評政府政策，「公共廣電法人之友」(Friends of Public 

Broadcasting Inc., FOPB) 站在積極立場，促進公共化的廣電發展。FOPB 認為

憲章精神仍太保守，沒有明確的資助政策將不會有公共電視出現；現有國營電視

台結構必須廢除才能誕生公視，而且政府必須調整現有國營公司對收視率與廣告

收入倚重的態度。政府仍是空有目標，缺乏明確方法。他們大聲呼籲公民要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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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不能單賴政府來實踐理想。而專業團體 SPADA (Screen Producers and 
Directors Association) 也反對部份政府提案，特別是分割 BCL 與 TVNZ。  

 

   廣播部長在於反對黨的壓力下，承諾不會開徵收視費稅捐，而想盡一切其他

辦法找尋新財源。因國家沒有餘額支助建立獨自的公共電視頻道（需要一億三千

五百萬元），因此政府改採修訂 TVNZ 之憲章及制訂本地節目配額、開闢專屬年

輕人的公共廣播服務，來作為充實公共服務之舉措。而在多元文化部份，強調發

展弱勢族群的文化，融入主流的大眾節目當中，以豐富社會整體的經驗，預期產

生一種社會包容的政策。 

 
但是公共廣電資助機制方面，一直為該方案的缺陷。紐西蘭政府於 2000 年

7 月正式廢除行之多年的執照費制度，原提案人 National 政府於 1999 年 5 月釋

出時，沒有引起任何爭議，原因在於大選前選票的考量。只要有助於減輕民眾稅

賦的福利，鑑於勝選的考量，各黨派皆無意於加以質疑（Thompson, 2000），這

顯示出選票政治在民主國家中的負面意義。雖然，由國家經費補助公共電視服務

製播，可以在短時間內增加經費（七百萬元，過去因為執照費自 1989 年之後就

未予調整，已呈現收入相對貶值的窘境），但長期來說，也使公共服務的命脈落

入政治的不確定中。紐西蘭國家電視台（TVNZ）的公共憲章 (Charter) 於 2002
年 7 月生效，於是勞工黨正式將利潤生產導向公共服務，並宣佈將多支付一千兩

百萬紐幣（折合美金六百五十萬）給 TVNZ，專款專用於節目製播，以實踐電視

在社會與文化功能上的職責。廣播部長 Marian Hobbs 同時宣佈，給予 NZOA 六

百萬紐幣，以協助其製播更多本土節目，並間接提供 TVNZ 節目所須 (Maida, 
2002)。這個行動，象徵紐國只能以政府經費來對公共化政策提出承諾，無法在

制度上建立可長可久的建設。 
 

 有關於數位電視未來發展的相關措施，也有具體的建議。首先，TVNZ 所擁

有的 BCL 轉播部門，掌握了全國類比地面波的轉播網。據此基礎，BCL 提議與

英國 NTL 合作，全面轉換成數位化網路，同時成立獨立公司來運作，預計經費

約為二億一千七百萬元。然而國家財政單位卻持保留看法，認為從未來訂戶數

量、節目成本投資、採購技術的花費來看，這都是一種具有風險與缺乏可行性的

方案。政府最後採取拖延的作法（wait and see approach），有待進一步報告：「電

訊傳播事業部長調查報告」(The Ministerial Inquiry into Telecommunications) 出

爐後，再作定奪（Minister of Broadcasting, 2000c）。 

 在技術與平台議題的報告書中 (Minister of Broadcasting, 2000d)，也陳述

目前政府對數位化的具體看法。首先，新中間政府認為數位化涉及了各種平台的

節目內容與傳輸管道議題，兩者討論不可偏廢；廣播數位化議題如同政府對其他

傳播網路工業的關心一致，強調必要堅持以下原則：資源應用、服務創新、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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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技術標準合宜、壟斷防止。政府明確指出，不希望見到一份技術處方，對

現存結構產生高風險又不能持久的問題。 

 在報告書中又明確提出兩個案例，作為警示：一者是美國推展 ATSC 系統目

前已形成問題的窘境；二者是 Microsoft 案例顯示放任私有近用系統形成宰制地

位將造成危機；事實上，首相 Clark 並不認同現階段的數位化方向，在一月份的

研究 TVNZ 報告中她指出： 

首相認為如果現階段同意 TVNZ 的數位化合作計畫，將會使其定位更遠離作為一個公

共利益廣播受託者的角色，而進一步強化至今為止的商業主導之目標導向。 

新中間政府希望 TVNZ 是一個文化事業為主體，以市場可行性作為衡量機制，而

非一個先圖達到市場目標，再論文化貢獻與否的廣播機制（Thompson, 2000）。 

但是暫緩數位化之決定，也受到許多支持政府的學者專家之批判，他們認為

如此將使 Murdoch 集團 Sky 衛星電視服務在紐西蘭取得發展「條件接取機制」

的先機，這樣將不利未來國家廣電數位化政策之推行。然而，勞工黨政府卻持有

更基進的想法。自 2001 年經濟發展事務部提出數位電視討論文件中，就提出一

項質疑，他們認為以該國地形破碎與分散居住的人文環境而言，是否地面波的發

射仍是一項經濟的公共設施，值得在數位化時代重新檢討；特別是能突破地形限

制，無遠弗屆皆能接收的技術該是衛星，此是否才是一個理想的選擇，應該積極

考慮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1)。 

另一方面 2000 年 11 月起，TVNZ 就積極開始租用衛星，與有線電視業者

TelestraSaturn 合作發展數位衛星服務，意圖儘早突破 Sky 數位衛星平台的獨佔

優勢，然而是否要另外購買 STB 來收視，又成了爭議所在，如此延宕了此計畫

的推出（Norris and Pauling, 2001; Gerritsen, 2002）。不過 TVNZ 擁有衛星的資

源，相對使其地面波的擁有需求大福降低。 

從支持公共化的團體來看，讓 BCL 繼續為 TVNZ 擁有經營，藉此獲得利潤，

挹注公共需求，頗受社團政黨支持 (Norris and Pauling, 2001: 71；呂書練，

2002)；然而勞工黨卻認為讓 BCL 獨立經營，反而可以成為透明的平台業者，有

助公平競爭，同時也可使其回歸無線傳輸電信專業，不受母公司控制，專心投注

核心事業，並積極數位化與網路化 (IP-based services)，在電視轉播外開闢新市

場（Watson, 2002）。至此，政府的公共化與數位化政策似乎浮現出以下共識： 

1. TVNZ 應該回到頻道專業經營，其公共服務需求由國家預算支付，而非從子

公司營利中取得，如此更能符合公共電視的本有面貌，作為一個公共部門 
(Crown Entity) 而非國有企業 (State Owned Enterprise)； 

2. 未來數位電視的平台選擇應以衛星為重，在現有境外衛星業者外另創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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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達成共通規格，以配合本國人文生態並達成經濟規模；如果 TVNZ 要

投入數位電視的經營，應從較具長久經濟效益的策略著手； 

3. 地面波的數位電視部門，由於投資風險較大，應轉型為電信經營型態，由外

來資本與技術協助開創新發展，並使現有電視頻道可以等足近用，有利平台

開放原則建立； 

2003 年的最新發展，更明確指向 TVNZ 與衛星事業的結合。TVNZ 積極與

Sky 衛星服務達成協議，讓 TV1 與 TV2 以不鎖碼方式播出，同時 Sky 同意傳送

其地區節目的廣告，而接收 TVNZ 訊號的機制就直接使用 Sky 目前的 STB。如

此進展，更進一步宣告地面波電視將不是數位轉換的優先選擇 (Sandberg, 
2003)。 

整體看來，紐西蘭的新中間政策似乎在與過往西方政治的第一與第二條政治

路線區隔；就一個左派社會的大型國家服務事業傳統來看，政府不願意繼續維持

完整的公共廣電體制，而從理性觀點分割，放棄傳輸部門，期望電視回到節目製

播專業，同時開放平台，如同北歐國家；然而就保守黨長久支持解禁的傳統而言，

政府卻希望公共電視投資衛星平台，以實力強迫自有產權系統 (proprietary 
system) 與之整合，而非放任市場決定未來優勢數位平台，如同英國。勞工黨對

於 TVNZ 的期許，絕對不同於國民黨的放任政策：私有化 TVNZ、拍賣數位電視

頻譜、廢除執照費制度（Thompson, 1999），但也無法讓傳統支持公共廣電的運

動團體滿意其制度的設計。政府也導引 TVNZ 進入高度的風險狀態，包含放棄地

面波經營的主導權，與外來衛星業者合作談判近用環境，依賴政府逐年編列預算

支持其公共服務的推展。然而這些階段性的策略，卻可以降低執政的風險。第三

條路似乎不能代表一個明確的走向，但卻明確地區別與傳統的不同。 

紐西蘭對於公共化與數位化發展思考，似乎沒有必然連結，反而致力先培育

一個穩固的公共電視服務體系，放棄數位化的推動，轉交由新技術與知識專業經

營，缺乏電視台直接介入的模式；以致，公共化與數位化呈現一種平行關係，公

共電視將回歸節目頻道的經營，數位電視將由非電視業的網路寬頻界進行轉型，

而非「無線」數位電視。 

 

二、 福利國家實施數位電視的整體考量——瑞典為例 

 
 以社會福利聞名的國家瑞典，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條件的基礎上發展，少因

著生活安逸，而使國力「沈迷於過去的榮耀與眼前的利益」停滯不前。舉凡汽車

工業的 Volvo、SABB，電信產業的 Ericsson 仍然保有著高度的競爭力；瑞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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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民主黨，容或有遭到強大之自由主義的質疑，或偶有失去政權的際遇

(1991-1994），但現今仍有堅固的執政權勢，引領著將社會服務的理念深植於文

化體系之內，而非只是政治經濟利益交換的籌碼（Milner, 1989）。瑞典在數位電

視的開播排名世界第二，該國政府如何看待電視產業的發展意義，以及如何繼續

確保社會福利的數位時代概念，可以作一觀察。 
 

（一）創造競爭的公共產業：制度的設計 

 
 瑞典於 1956 年開始從事電視廣播服務，並以公共服務之 BBC 規模為典範，

而不取美國的自由模式。Sveriges Television 是第一所成立的公共電台，第二台

於 1970 年創設，然而當時兩個電台的營運本質是互相競爭，非互相合作；而且

因七０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機，公共廣電經費被大幅刪減，以應付難關。這樣的成

長過程，從國際觀點來看，促使該國公視提早地進入合理化經營，同時將內部競

爭的經驗，轉化成未來與民營電台競逐的本錢。 
 
 為了因應商業競爭的時代，公共電視頻道於 1996 年達成合作協議，而 1993
年起以基金會的形式組成一個集團三個頻道的經營團隊，他們分別是 Swedish 
Television (STV1&STV2)、Sveriges Radio (全國及地方廣播電台)、瑞典教育廣

播公司（製作節目透過廣播與電視播出）。 
 
 1987 年，政府允許瑞典公司 Kinnevik Swedish 與英國倫敦商界合作，經營

衛星電視，以瑞典語發聲，取名為 TV3，開播後贏得相多數的閱聽眾。這樣的經

驗，刺激當局開放商業無線電視的考量，因為在沒有國內商業電台經營的狀態

下，廣告市場將盡數讓給境外衛星公司，最後導致 TV4 相應而出，它是由瑞典

節目公司 Nordisk Television AB 及 Kinnevik 所投資。由於 TV4 一方面是由瑞

典本土公司經營，另一方面又獨佔國內無線電視廣告市場，因此可以不受市場壓

力限制，提供優質節目，同時贏得相當的市場佔有率（Kleberg, 1996）。 
 
 就市場佔有率來說，STV1 及 STV2 都達到 25%左右，TV4 可以達到較多的

數值到 28%，TV3 大約佔有 9% (只能透過衛星與有線電視播出)。而在節目內容

上，以全部播出時間比例來看，新聞與非戲劇節目在 STV2、STV1、TV4 播出

的比例分別為 62﹪、44﹪、37﹪，雖然 TV4 提供最多的戲劇與娛樂節目，然而

在嚴肅性寫實節目上，也不輸於公共電視，提供相當的調查性新聞報導及討論性

節目，贏得口碑，這證明出無須單靠娛樂節目才能創造高收視率，在有限的競爭

市場中，反而可以創造良性循環的競逐；另外一個驗證為 TV4 出現後公共電視

頻的競爭策略，不是添加娛樂節目，而是增加新聞與時事評論。境外轉播的 TV3，

反而在競爭方面上表現較不突出，也較不成功 (Dahlgre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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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多元性標準而言，TV4 成功地吸引流行文化的口味，創造市場佔有

率，也是進一步紓解公共電視在這方面的服務需求，使他們能花較多的心力在照

顧弱勢與小眾團體上，頻道分工的社會機制隱然浮現，而且不致對立。TV4 成

功地扮演一種「流行的公共服務」（popular public service）角色，使公共與商

業電視得到不同定位。 
 
（二）福利國家模式的轉變：公共制度與市民文化 
 
 然而這種分工組合，也表徵出瑞典福利社會的動盪與應變。在經濟上，全然

福利保障已被拆解，階級分化逐漸明顯，全球經濟威力入侵；在政治上，傳統的

統合主義：聚集政黨、工會、專業團體、社會運動代表共商國事、排解紛爭、簽

署協議，已逐漸鬆散，特別是年輕的世代，對於政黨、階級、運動的認同度減低，

取而代之是一種反政治化的習氣，遠離既有社會體制，自創生活方式的哲學；在

種族部份，傳統的同一性不復存在，20%的人口為移民背景，原住民的特質與血

統被強調，在首都 Stockholm 某些小學中，學生母語的數目就高達 20 種，有關

種族歧視的問題時有所聞，但社會進步的力量也在全力消除這個問題（Dahlgren, 
1999）。就文化花費的的選擇上，瑞典仍維持相當高額的消費，如行動電話每一

千人就有 282 支，為世界第一高。如此消費反映出利基市場的存在，並導向高

度個人化訴求的商品社會，衝擊到電視節目生產的策略。這些因素組合衝擊，挑

戰過去公共電視服務的單一國家文化訴求。不過在傳統與當代（SVT 壟斷與商

業電視台之競爭）的衝突中，瑞典的電視文化保持一個良好機制作協調，正如其

政治文化的根本精神。 
 
 Dahlgren (1999) 認為一個民主的文化其實依賴兩個支柱而恢弘起來，一是

體制的系統，另一是文化的形式。就體制而言，代表著正治與法律部門，民主定

義在於政府構成、定期選舉、公民參政；就文化而言，是以每日生活的經驗為本，

強調其中共享的價值、規範、實務。對於民主文化而言，兩者應是相輔相成，因

為正式的骨架需要文化生命的滋潤才能運作，而文化的活力需要法定的權利與保

障才能卓然自立。 
 
 在這樣分化的趨勢中，公共電視不應追尋自由主義的擬原子化的社會，誤將

社會的分殊導入個人層，視為互向競爭的利益團體來看待；反而應將分殊化創造

出文化間的分立集體，以民主方式互動、辯論、成長。換句話說，市民文化非求

取統一或孤立自我，而是即或立基在不同的生活經驗上，卻仍能認定以民主的價

值與程序，來聚合不同的人和平生活。 
 
（三）數位電視的選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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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hlgren 認為在數位電視發展上，雖然是一種分眾化服務以及電視商務的

開發為導向，然而立基在高度肯定市民文化的角度上，不但無須迴避新科技，而

且還肯定數位科技可以強化公共服務，以作多元傳播的向心支撐與活化民間文化

的管道。瑞典的數位電視政策，在國家引導的中央傳輸模式下，逐漸推出服務，

推行至今有些見地值得歸納參考（Gurinder, 1999）： 
 

1. 數位頻道以區域來劃分，成立地方數位電視台，不單強調全區的播出；以 SVT
為例，現有五個區域，開發自我需求，預期以新科技結合多元傳播文化； 

2. 強調只開發 16 至 24 個數位頻道，讓全國一般多數人享受，而不是建立在成

千上萬頻道爆炸的多元假象下； 
3. 推動數位電視普及服務，在於解決收視不良。由統一規格方式提供機上盒租

賃服務，服務用戶； 
4. 新的數位服務網建構政策，以取得境外傳輸業者（如 TV3）對本國經營環境

的信心，文化部長 Marita Ulvskog 曾宣示：讓公共控制下出走的廣電難民

（regulation-refugees）回國，重新定義公共的服務；至今 TV3 已經申請了

地面執照，該牽引政策已奏效； 
5. 傳輸網架設好後，再開發互動數位電視計畫，同時國家編列特別預算，支持

公共電視開發此類節目； 
 
    Dahlgren 特別強調互動性應分為兩種：「緩和與激烈的互動服務使用」(mild, 
intense interactivity)，所謂 mild 的意涵在於讓觀眾在適當的時間上，選擇附加

資訊的選項，一種暫時離開收視的策略；intense 的意涵在於如同網際網路，隨

時邊找資料邊發表看法，並結交網友。他認為，現階段電視的價值仍在看節目的

娛樂功能上，非高度參與性的媒體；因此公共電視應奠基在此基礎上發展，讓寬

頻提供更多節目、更多元價值、以及核心節目更多重的播出，盡量減輕頻道選項

的衝突、或立時與非同步服務的衝突，總結：「欲速則不達」(Faster is not always 
better)。 Dahlgren 更警告說，想要使談話或辯論節目結合互動的投票或民意測

驗，將會簡化成一種「激情民主」(hyperdemocracy）、「按鈕式民主」（push-button 
democracy），如此反而嚴重扭曲市民民主的基礎價值，畢竟單靠賴科技不能貢

獻民主！數位想像必須要回歸民主原則。 
 

總結，瑞典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一些發展模式值得省思： 
 

（一）謀求公眾最大的福利，同時扶植多元文化茁壯，並行不悖； 
（二）產業協力開發共通標準，反而加快新服務推廣； 
（三）觀望科技與文化之間的變遷，採取階段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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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三大數位無線電視標準之消長 

 
(一) 數位電視發展的「前史」 
 
 早在數位電視概念具體成型前，三大強權的經貿領就開始思索電視產業的蛻

變。最初各國都鎖定在畫質的更新工程上，因此數位電視的浪潮的前身即是「高

畫質」（High Definition）電視。歐洲於 1981 年開始，透過歐洲廣播電視聯盟

（EBU）執行一個 EUREKA 計畫，發展類比訊號的高畫質電視（HD-MAC, 
High-Definition Multiplexed Analog Component）系統；日本早於 1964 年就開

始思考畫質精進的電視系統，長期的努力於 1984 年達成協議，開發類比式

Hi-Vision，並且由衛星電視優先使用，稱為 MUSE 系統（Multiple sub-Nyquist 
Sampling Encoding）。然而歐洲與日本的兩套高畫質系統，紛紛於 1994 年與

1995 年結束，轉而直接進入數位電視領域，然後取得目前發展的先機，這樣的

轉折值得從技術與社會觀點論之。 
 
（二）商業開發需求先於科技規格要求 
 
 歐洲管理與企業顧問在 1999 年合著：《數位錄像廣播——科技、標準與管

制》序言中 (De Bruin, Ronald and Smits, 1999)，清楚地揭示歐規 DVB 導向，

運作在實務環境而非技術標準團體的規範下，因此營業需求考量遠在技術規格精

進之上（commercial requirements preced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接續他

們指出，科技發展不應被視為一種外因決定性質的要素（exogenous determining 
factor），而是一種以社會整體為考量下的活動與關係產物。所謂外因性的講法，

如同將科技視為一種完美之典範，強調其效能不受社會因素所制約、其進展為人

類無法抗拒之過程、其果效為全球同步地受惠。 
 
 換句話說，歐洲觀點下的數位電視發展趨勢，為一種受社會條件制約的產業

變貌，其進展因接受度而左右，所以全球各國數位化作為皆應有不同。因此，

1993 年歐洲成立「數位視訊廣播發展組織」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Group)，放棄過去類比與高畫質的發展取向，即是正視到數位電視發展與社會

文化密不可分的內因性質（endogenous）(Mansell, 1987)。 
 
 而這項看法絕非只來自哲學性的思維與辯難，而是從務實的社會調查中所

知。1996 年在歐洲廣播電視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支持下，

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 Action Group（DigiTAG）成立協助 DVB Group 瞭

解數位電視應有的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EBU 技術部門也是 DigiTAG
計畫經理 Edgar Wilson，具體提出 DTT （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service 
model 的基本想法 (Wilson, 2000: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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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地面波電視服務並非技術議題；立基在成千上萬的類比式信號廣播網上，新技術工具

雖必須相容於現存系統來運作，但仍有許多影響決策的議題為非技術性，這些包含歷史、

地理人文、政治與經濟等，而且正是這些因素造就了每一國家計畫的特性。 

 
 DigiTAG 自 1999 年初起，進行了大規模的業者意見調查，將數位電視發展

的趨勢分成六大類來探討：1. 立法、管制與發照；2. 標準設定；3. 市場導覽；

4. 服務規畫；5. 技術基礎建設；6. 新服務議題。1999 年 11 月起又進行第二

次產業意見大調查，涵蓋範圍遍及歐洲十六國、新加坡與澳大利亞，及二十個組

織團體，此次調查目的在確實瞭解每一國家現有主流廣電媒體之生態（地面波、

衛星與有線電視），以及技術議題，包含應用軟體介面（API）與條件式接取系

統（CAS）之選擇。 
 
 就是在這樣務實之基礎上，美國學者 Dr. Hart 認為歐洲 DVB 系統，較早就

設定兩項發展定見 (Hart, 1999)： 
 
1. 高畫質取向為過早且未成熟的技術； 
2. 衛星與有線電視數位標準應先行解決，此議題較為急切且單純； 

 
前者考量反映了對數位化科技較為務實的評估，同時尊重業者與用戶的選

擇；後者考量認定數位電視對資訊社會基礎建設統合的重要性（付費電視的定址

鎖碼、數位類比之間轉換的標準）。就此，Hart 引述一名觀察家所言：DVB 成功

的秘密在於，就業者使用需求來設計科技，非顛倒而行。 
 
 總括來講，歐洲數位電視政策發展方向，在於先制訂可行的數位電視標準，

減低業者採用的風險，同時加速數位化的進程，並提供不同系統共通的規格作為

未來整合的基礎，如採用 COFDM (Coded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技

術，使地面波與電信產業相融合；總之，政府以強有力之作為介入公共政策之形

成。 
 
（三）美國與歐日之間的評斷 
 
 美國學者 Hart (1999) 電視產業研究之經驗，提出專文評論多年來三大經

濟強權的數位化政策比較。他認為，一開始的高畫質發展取向，三個區域都同心

競爭研發；但進入到九０年代，歐洲與日本卻正式棄美國而去，剩下美國繼續負

隅頑抗。 
 
 他同時指出，從一開始三個區域都擔心 HDTV 的配備對消費者而言過於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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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同時這種發展取向恐怕無法產生利潤，誘發進行系統轉換的工程。然而，在

美國政經勢力一心想要在家電生產領域超越歐日的競爭優勢，美國的電視公司被

迫繼續支持先進電視系統的大聯盟（Grand Alliance/ATSC HDTV）。 
 
 他對此下一結論：雖然歐日最先對於高畫質發展取向甚為篤定，但是他們在

必要時刻，對用戶回應給予正面的評價，也就是虛心採納消費與電視業者的反對

聲浪，急流勇退，追求更多節目的選擇與寬螢幕的環境，留下高畫質在原地不動，

避免標準設定被家電廠商與科技研發單位所獨斷。 
 

第五節  台灣電視環境轉換的首步選擇——製播分離制釋義 

 
作為一個技術與民主後進國家，台灣在數位電視的發展上，連續尋求美國與

歐洲兩種規格的規畫。然而在技術轉換（已開發到開發中國家）與再轉換（美國

到歐規）過程後，形塑台灣抉擇的特殊意涵。本章歐洲數位電視發展經驗的整理

與歸納，對於台灣未來數位電視發展，與無線電視體質改善，有相當的刺激效益，

導引社會看待未來無線電視的價值所在。 
 
以技術發展為前導的數位電視思考，在 2001 年交通部同意數位電視標準採

取「技術中立」後，開始引進歐洲數位電視標準 (DVB-T)；表面上無線電視台

得到所看重的行動收視、抗多重繞射、標準多頻道、MHP 軟體環境的發展機會，

但技術其實更是背後傳播制度價值的投射，因此台灣電視產業不免要面臨一場發

展文化的衝突與選擇。 
 
以歐洲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為例，明顯看出技術須配合現實社會制度加以建

置。在電視訊號數位化後，尋求與廣泛的數位通訊服務之整合，歐洲各國皆是以

保障現有公共性質無線電視為前提，展開重整。首先切入的是電視訊號的傳輸經

營，以多重訊號加以定位，無論是導入保護既有電視產業的英國與西班牙模式，

還是瑞典開放平台模式，抑或芬蘭的逐步自由化模式，都先穩固無線電視體制，

同時讓頻譜使用多元化，測試數位電視服務的潛能，實現製播分離制度的解構與

創新效能。 
 
這項製播分離的發展，用意在於創造一個電視產業垂直分工與水平整合的理

想 (水平管制的效果)。根據 DVB 的發展取向，得知創造數位化傳播經營模式的

匯流，為一種終極目標。因此，以地面波訊號數位化後為例，將與數位衛星、有

線、與第三代行動視訊服務等同，而且可以單一數位串流影音訊號，流通在多元

平台上，擴大了無線電視傳輸的經營範圍，揭示了其在電視傳輸經營之外的價

值，於是從傳統電視公司傳輸部門的角色掙脫出來；另一方面，電視訊號傳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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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包裹影音之外的多媒體，所以在內容與頻道供應源上，也開創了新進業者的

可能，需求傳輸的對象也不應只限於現在的單一電視頻道經營者（Levy, 1999；

石世豪、蔡志宏、莊春發與程宗明等，2001: 155）。因此一種「通訊基磐—傳播

內容」的市場結構逐漸浮現，以具有產業典範轉移意義的用語而言，這是無線電

視「製播分離制」(vertical separation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 的來臨。 
 
具體而言，未來無線電視廣播業者只須擁有頻道數或電波幅度，有關訊號傳

輸與塔台網路的建設，可交由電信專業公司執行，也可由本身工程傳輸部門獨立

出去，成立專業傳輸公司，代為經營。而電視台則回歸節目的製作，與服務的推

廣專業。如此促使不同水平，可以鎖定其核心部門進行研發投資，也可節省成本，

尋找最合理或透明的價值鍊進行合作；如此，未來的廣電媒體結構是否可更加解

禁，在無虞頻道稀有的問題下，降低內容呈現的管制，與電信與網路的共同載具、

低度內容管制模式相匯流？ 
 
然而以歐洲工業先進國家對數位化的回應顯示，恐非如此！雖然數位化後的

電視，與其他電信與網路媒體匯流，但廣電節目的政治意涵卻一時難以改變，也

就是內容管制的正當性 (促進言論自由、多元主義、文化與語言的保存、公眾近

用、原創者、弱勢者、消費者的保護) 依然屹立不搖，繼續支持廣電媒體的社會

與文化價值 (Palzer and Hilger, 2001:3; Gonagle, 2001: 5)。譬如說，對於廣電

頻道內容的管制，如協助取得重要體育節目的播映權、維繫本國制節目產業的規

模等，不但有文化意涵的展現，也反應廣電經濟規模需求的意義；對廣電事業取

得傳輸頻譜的授權，傳輸公司經營對象的優先設定，也藉此宣示廣電內容公共利

益與價值的重要性 (Levy, 1999: 153)。換句話說，以促進廣電內容的公共利益

之管制措施，仍然會活躍在數位電視時代，以回應絕大多數民眾與社會公共領域

對廣電品質的要求。 
 

依據本章研究歸納顯示，除去對現有無線廣播垂直壟斷的保障政策，如義大

利外，大多數國家都支持以上的發展立場；先進國家目前對製播分離制採取兩種

不同之施行原則，簡單來說：分成核發一個網路經營者的執照 (network operator 
license) 與一個頻道經營者的執照 (channels license)；前者以英國、西班牙為

主，後者以芬蘭、瑞典為主。 

 核發網路經營者執照的立意，在於保障現有業者的生存空間，也就是授與現

有業者「傳輸經營能力」之保證 (broadcasters guaranteed capacity)， 換句話

說在歐規制度下，分別給予一個業者 8MHz 或以此基數加乘的頻寬幅度經營（每

一單位稱為一個 multiplex，擁有至多六個現有電視頻道播放能力），如此可以使

業者擁有保障空間，規畫未來多頻道與資料傳輸之業務。由此，無線電視台可以

就寬頻擁有之優勢，整合傳輸的經營，進一步選定符合己需的平台傳輸公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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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置傳輸網路。 

因為無線電波畢竟仍為公有資源，外加經濟規模之考量，國家不會授與無數

張之傳輸執照，因此是以一種公用事業之定位來規範公司之規模。所以，電視台

可以獲得合理的價格，委託業務執行。而傳輸公司也必須提供合理的承攬契約，

代為執行電視台轉播發射之需求。依據歐洲執委會與歐洲共同體條約的電信自由

化精神，未來電視傳輸歸納在各種傳輸平台的「開放網路條款」（Open Network 
Provision）規範之下，提供服務者必須以公平、合理、透明、無歧視的標準行

銷業務 (Palzer and Hilger, 2001)，樹立相當之保障給現有類比電視台，從事數

位電視業務的開發。 

 如此看來，製播分離制並非對現有電視台視產生高度風，反而在公共政策制

訂與配套得宜的狀態下，更可以提供降低成本、增加創新誘因、又能透明化收費

機制等優惠。以英國而言，無論現有業者 BBC、ITV、Channel 4、5，或已經結

束營業的業者 ITV Digital，都可以取得足夠能量的「多重訊號經營業者」

(multiplex operator) 之身分，然後再依據契約之委任，分別交由兩家傳輸公司

NTL 或 CCI 經營訊號傳送。 

 而從核發頻道執照的政策而言，是否對於現有業者也是一大風險？未必然如

此。原理而言，核發頻道經營者的政策，的確提高了進入門檻，因為核發決策是

依據電視台提出的每一項業務 (如多頻道套餐中的每一頻道、以及經營資料傳輸

的頻寬)，進行逐項審查，其結果未必全盤通過；換句話說，不能保障所有業者

都能享有 8MHz 或以上的頻寬經營。 

 但依據瑞典與芬蘭之經驗，凡是公共廣播服務經營之業者，都會優先給予足

夠的經營頻道 (根本免除申請手續)，作為保障；而其他民營電視台，本身有良

好經營績效與市場區隔，就能取得相對等的頻道經營；反之有一些電視台，依據

市場的前景評估與實際廣告量供應情況判斷，認為全盤投入風險較高，所以主動

撤回頻道申請案，或退還執照，如此該制度也能使業者務實衡量，以免過渡投資。 

 在如此的前提下，由於電視台無法介入多重訊號之編碼與規畫，政府必然要

積極成立傳輸公司，來執行頻譜劃分與傳輸，並服務所有頻道經營者的需求，而

且不得涉入節目之經營，以維持「公平、合理、無歧視待遇」的原則，透明化訂

價與近用 (access) 之條件，對於頻道業者而言，反而是一種保障，如瑞典成立

的公共傳輸公司"Teracom"。 

 傳輸公司與電視台之間也可採取合作的關係，芬蘭的例子正展現這個模式：

芬蘭將公共廣播電視公司 YLE 之傳輸部門獨立出去，成立傳輸公司，並階段性

容許公共電視台持股 51%，以傳承無線電視台之專業；而且商業電視台每年依

法定額繳交回饋金給公共電視台，因此也有權要求轉播發射的合理服務；政府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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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待數位電視市場成熟後，再逐步釋股讓轉播發射公司獨立出去，成為百分之百

的新興電訊公司。這個政策正是逐步「電信自由化」的進程，以「漸進改革」為

取向，保障既有業者的穩定性，然後逐步變換體質，達到發展政策的終極目標——

「自由化」4。 

 綜合以上種種製播分離制模式，本研究將以圖示方式，區別不同的分離方

式，豎立其分界點，導致劃分出不同段的製作與播出業務範圍，如下圖所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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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x provider and Transmission Corporation or STB subsidies dealer

 
圖 4.8. 多重訊號傳輸 (Multiplex) 技術流程示意與製播分離區塊 

(資料來源： Tadayoni and Skouby, 1999: 193) 

 
製播分離制的採行與否，與整體數位電視服務如何開啟 (rollout)，密切相

關。已有經驗顯示，電視內容的創新，待技術成熟與製播分離後，可以逐步使用

公部門資源開發。這樣的發展，歐洲多透過制度性的思維傳統、與內閣政治的決

策，及強大的廣電主管機構介入，有效地開展。譬如，受到外來節目傳輸平台挑

戰的英國，由於本身有強大的公共無線電視，所以趁勢發起，取得數位電視的對

等優勢，呈現著公共與數位化相輔相成的關係；相對著，面臨同樣威脅的紐西蘭，

由於公共電視尚待重整，所以採取較為保守的取徑，先鞏固公共服務體制，然後

再論及數位化的策略，以致形成階段性兩者平行的關係，所謂公共化先、數位化

後，甚至尋求更理想的替代方案。 

                                                 
4 但是這種「自由化」的意義，絕非意味著政府放任廣電市場不介入的思考；以芬蘭電視與廣播

營運法 (2002 年) 第二章第七節為例，就明訂芬蘭公共廣播公司擁有權利使用數位廣播頻譜資

源，無須執照特許在先，而且政府有責任要保障該公司擁有相對的網路資源與能力，執行公共傳

播的職責。因此絕非傳輸自由化，就可以改變公共服務的法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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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後，台灣的民主化發展，促使對電視節目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進

行制度化改革。而同一時間，採行美規數年後，在國家放任先跑的政策下，業者

以個別開發的手段來掌握平台，如同義大利的狀況。數位化與公共化在同一時間

點上競走，形成了某種互動關係；而少數政府的內閣問題，拖延了公共化施行的

時機，反而技術精進的傳統思維，迫使數位化一直成為先行的訴求。這方面進展，

與紐西蘭同時間的內在情勢頗為不同：一來台灣無線電視已經不具市場優勢者身

份，而未來數位普及較為可行的方案為有線電視而非衛星、廣播型式，因此無線

電視業者更急切嘗試瞭解無線數位化的效應；二來台灣長久缺乏本國文化的節目

製播，這方面需求有線電視業者也無法在短期提供，而且市場高度不透明，以致

無線電視仍可成為數位時代的選擇之一。因此無線電視業者數位化的訴求與支

援，在相關決策空間中繼續發聲。 
 
但在改採歐規數位電視之後，直接面對製播分離的革新取向，以致鬆動原來

過度商業化的電視結構，尤其是芬蘭逐步自由化取向，衝擊到公共電視擴大與商

業電視拆解的抉擇。數位化比公共化早一步形成調整電視制度的趨力，迫使關心

無線電視發展團體，思考接受公共支出擴大還是全盤市場決定的可能。 
 
而移轉歐洲傳輸與製作分離的專業化模式，為發展與交流歐規數位電視經驗

中不可迴避的議題，而且歐規以公共電視為發展數位的核心作法，促使公共化改

革建議採行製播分離制，引發此話題的深入探討；加上發展數位化為政府階段施

政的優先項目，也是後進國家提昇競爭力的指標，所以是否注入數位化投資，又

牽引到公共化政策何去何從的思考。 
 
因此，現階段無線電視的發展，必須要面對的規畫問題，首要為歐規與歐洲

發展模式引用的合情合理？其次確認是否由一個強大的公共電視投資研發，才能

突破現有數位化低迷的情勢？如採行，台灣是否具備對等的內閣、管制機構、專

業的市民組織作後盾，形成自有的發展模式？最後，台灣的政治是否從過去技術

商業獨斷與國家威權第一條路、與強調小眾文化、拆解體制的另一條路之外，形

成一個超越現實想法之第三條路，讓技術受到社會民主機制的型塑，優先執行傳

播的公共利益與效率之兼顧規畫，這是台灣從先進國家經驗角度下，可以學習的

發展之路。 


